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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分北斗与双十字阵的海上弹着点水声被动定位系统

设计

作者：王世哲、孙玉臣、赵帅、贾耀君

指导教师：查峰、王平波

学校：海军工程大学

【摘要】：海上弹着点定位研究对提高作战性能与设计制造武器系统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本方案从部队实际出发，选择相对可靠低廉的声学定位方法，并

结合 RTK技术，对原有单三元阵定位方法进行改进，设计了一种北斗差分定位、

测向与双十字阵被动定位结合的经济型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并对此方案进行了

仿真，发现最大定位误差在 3 米以内，验证了本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方

案具备独特的优势，打破了三元阵测向范围的限制，大大减少了设计成本，提高

了安全系数，且定位原理简单、高效便捷，很好的满足了海岸线附近十几公里范

围内靶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海上弹着点定位，北斗差分定位，RTK技术，双十字阵，被动

定位，误差分析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the impact point on the s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 weapon system.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army, this
scheme chooses a relatively reliable and low-cost acoustic positioning method, and
combines with the RTK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original single three element array
positioning method. An economical marine impact point positioning system is
designed, which combines Beidou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direction finding and
double cross array passive position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positioning error is within 3 meter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are verified. This scheme has unique advantages,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direction
finding range of three element array, reducing the design cost, improving the safety
factor, and the positioning principle is simpl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which well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hooting range within more than ten kilometers near the
coastline, and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 Key words 】 Location of impact point at sea, Beidou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RTK technology, dual crossing array, passive location, error
analysis

1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舰炮技术也得到飞速发展。在现代化战争中，舰炮武

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受到各国海军的高度重视[1]。一些新研制的

武器产品在正式装备部队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细致且接近实战使用条件的性能测

试和考核，舰炮射击精度即对海上炮弹爆炸点进行定位是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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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打击效果的分析将对后续实战、演习提出战术性指导意见。

对海上爆炸点位置进行精确测量定位，是正确评价炮弹打击准确度、密集度

等指标的前提，是考评炮弹打击精度的重要步骤，也为武器的生产研发提供了有

利信息和必要保障[3]。

考评炮弹打击精确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样的需求与背景下，我国海军

迫切需要研究开发一套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对炮弹打

击精度进行考评，为海军武器系统的鉴定工作提供依据。

1.1 海上声源定位方法

对海上爆炸点这类对象进行定位，采用的技术应满足远距离感知的能力，因

此，声学、光学、微波等技术都是不错的技术。但具体采用什么技术，应综合现

场环境条件，定位技术的特点来确定。

红外线（或可见光）对爆炸非常敏感，有利于测量爆炸点位置；微波（或无

线电波）与激光属于主动式探测定位，与主动声纳的原理类似。但由于爆炸会激

起大量水雾，而电磁波和光波对水雾的穿透能力弱，影响了测量。

声波是炮弹爆炸的产物之一，爆炸瞬间的声信号比水下噪声信号大得多，很

容易辨别检测。声波在介质中传播的相关理论成熟，并且声学定位设备价格低廉，

操作简单，利用声信号进行定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综合上述分析比较，基于声学的弹着点定位方法成为最优选择，该方法首先

提取爆炸产生的有用声音信号并进行一系列处理，然后分析各路信号特征、区别

与联系，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最终推算得出弹着点位置，具有较高的精确性[2]。

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采用声学定位方法，可以得到海上弹着点的空间位置信息，但是这只是弹着

点与声学测量设备（水听器）之间的相对位置，若水听器的空间位置未知，弹着

点的位置也是未知的。实际场景中，可采用在水听器阵上绑缚北斗定位模块的方

法，就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声学接收阵的位置进行标校，从而得到绝对

坐标位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是改革

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之一，它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授时、短报

文通信等服务，是一种全球、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无线电导航系统[4]。经

历了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二号，再到北斗三号的‘三步走’发展历程，定位精度不

断提高，服务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全球，真正迈入了全球时代。目前，北斗导航定

位已成为我们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给交通运输、

智能驾驶、工程测绘等行业带来了极大便利。

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中，单点定位的精度较低，存在一系列与信号传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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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接收机有关的误差及其他误差。生产生活及一些行业对定位精度有很高的要

求，显然单点定位不能满足。而差分定位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提高了定

位精度。

RTK是实时载波相位差分的简称，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将载波相对定位

技术推广到动态应用中得出的，实现了实时动态高精度定位。在十几公里范围内，

RTK技术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RTK的出现对卫星定位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1.3 本方案系统的设计方法

因此，综合声学定位技术与北斗差分定位的优势、RTK技术的精确性，本

方案设计了一种基于差分北斗与双十字阵的海上弹着点水声被动定位系统，主要

思想是综合北斗定位模块与双十字阵接收到的信号来确定目标的空间位置。

2 定位系统设计方案
2.1 设计背景

2.1.1 双十字阵的设计缘由

在传统三元阵被动定位中[7]，方位满足 60 60   时（是爆炸点与中心

阵元连线偏离三元阵垂直方向的夹角，向左为负，向右为正，所以的最大范围

为 90 90   ），定位精度最好，这是因为当不在此范围之内，接近阵的首

尾方向时， 21 tan 将急剧增大，会导致测向误差相对较大，所以设计系统在定

位时要保证方位满足 60 60   ，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方案采用双三元阵（中

心阵元共用）——即十字阵的布设方式，但实际工作阵仍为一个三元阵。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十字阵的工作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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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论爆炸点在十字阵哪个方位，均可以使一个三元阵工作，且满足方位

60 60   。

综合分析三元阵被动定位的测距误差与测向误差，发现测向精度很高，而测

距精度并不高，因此本方案采用双十字阵，只利用每个十字阵上工作三元阵的测

向功能，这样得出的两个方位线交点即为弹着点位置。

2.1.2 双十字阵的设计参数

设计每个三元阵阵元间距为 10 米，即阵元间用 10 米的撑杆连接，通过误差

分析发现随着距离增大，测向误差也会随之增大，当距离增大到 5000 米时，测

向误差才是 0.0172 度[8]，而且 10 米撑杆可折叠成 4 段携带，方便快捷，所以阵

元间距设计为 10 米可行、可靠。

2.2 系统设计方案

该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包括北斗卫星星座、基准站、北斗定位模块、双十字

阵、数据处理与显控中心（在岸边）、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系统工作模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定位系统工作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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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布设在岸边，北斗定位模块布设在十字阵的任意一个三元阵两端，四

个北斗定位模块伸出四根天线，构成了一个流动站，流动站与北斗卫星星座、基

准站协同工作用来精确给出十字阵中心阵元的位置坐标。双十字阵加上浮体作为

浮标布设在靶场附近海平面上，浮标下抛有海锚，用来稳定浮标姿态，又称锚定

浮标。双十字阵用来接收海上炮弹爆炸发出的声音，接收并提取的声信号经过前

置处理、信号预处理，同差分信号一起无线传输到数据处理与显控中心

（CPU+GPU）。该系统信号处理流程如图 2.3所示：

图 2.3 定位系统信号处理流程图

2.2.1 声信号处理

水听器接收到的信号信息量大、冗余数据多，所以在传输到数据处理与显控

中心之前要经过一些处理。

首先对信号进行前置处理[9]，信号前置处理的过程如图 2.4 所示，采用可变

倍数放大方法和分级滤波的方式，以达到提取到可靠声信号的目的，最后进行

A/D转换变成数字信号。

图 2.4 前置处理模块组成框图

其次对信号进行预处理，这一步仅做简单处理，对信号进行简单滤波，避免

传输至数据处理与显控中心的冗余数据量太大给处理器带来压力，避免做无用功。

涉及信号特征分析对比、目标方位估算、数据压缩及后置处理等过程均在数据处

理与显控中心完成。

最后在数据处理与显控中心精确分析处理得到的声信号，结合三元阵被动定

位原理，得出爆炸点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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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差分信号处理

在浮标处的差分信号处理只是简单的提取有用的差分信号，待传输至数据处

理与显控中心，再对信号进行精确处理，以得出北斗定位模块的空间位置坐标。

2.3 本章小结

本方案设计的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综合了信号检测、信号处理、北斗定位技

术和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系统基本工

作过程如图 2.5 所示。

图 2.5 定位系统基本工作过程图

3 定位原理

本方案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利用三元阵被动定位测向、北斗差分定位与北斗

测向结合的方法，推算出海上弹着点的空间位置。

3.1 声源信号模型建立

声源定位的第一步是对声源信号的采集，而这一步是由水听器阵来完成的，

信号模型主要描述了水听器阵和声源之间的关系。因此，构建合理的信号模型对

定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水听器阵和声源距离的大小，可把信号传输模型分为远场模型和近场模

型[10]。两种模型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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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远场模型图与近场模型图

远场模型和近场模型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划分，需要根据实际的距离以及

应用场景来进行选择，通常情况下，以经验公式（3-1）来判断近场和远场：

22dr


 （3-1）

其中， r是声源与水听器阵列之间的距离， d指的是阵元间距，是目标信

号的波长。

在海上弹着点定位的实际应用场景中，弹着点至水听器的距离并非远大于水

听器阵元之间的距离，因此本方案采用近场模型。

在近场模型中，将水听器阵列收到的声波视为球面波，声源则是看作球面声

源。球面声源是一种常用的声音传播模型，其主要特点是以球面的形式由球心向

外均匀发射声波，如图 3.2所示：

图 3.2 球面声源声波传播图

3.2 基于十字阵的被动定位原理

十字阵可视为由两个三元阵组成（中心阵元共用），但真正用于解算弹着点

空间位置的只有一个三元阵，称为工作三元阵。所以本方案定位弹着点仍采用的

是三元阵定位原理，具体是哪个三元阵工作，可通过比较声信号到达两个三元阵

两端阵元的时延差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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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工作三元阵的确定

图 3.3 十字阵定位图

如图 3.3 所示，当炮弹在图示位置爆炸时，应视 DBE三元阵为工作三元阵。

通过分析计算比较爆炸声信号到达阵元 A、C的时延差与到达阵元 D、E的时延

差，发现 AC DE  ，因此工作三元阵的确定原则是：信号到达两端阵元时延差小

的三元阵为工作三元阵。

3.2.2 三元阵被动定位原理

如图 3.4 所示，在直线上布设阵元间距均为d的三个阵元，待估算的目标方

位距离是声源相对于中间阵元的方位距离[8]，即声源目标 S相对于中心阵元 2H 的

距离和方位角。其中 2R 就是我们要测定的距离 R。

图 3.4 三元阵被动定位模型图

一般来说，R比d大的多，所以实际计算结果 1R、 2R 、 3R 只有微小的差异，

但这微小的差异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参数。如果求出信号到达 1H 、 2H 的时延差 12
及到达 2H 、 3H 的时延差 23 ，那么就可以得出 1R R 、 3R R 。从几何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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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d、 1R R 和 3R R ，就可以求出 R。以 2H 为坐标原点，就可以求出目标

坐标 0 sinx R  ， 0 cosy R  。

声程差为：

2 2 0.5 2 2 0.5
1 2 12 0 0 0 0 12

2 2 0.5 2 2 0.5
2 3 23 0 0 0 0 23

(( ) ) ( )

( ) (( ) )

SH SH c x d y x y c

SH SH c x y x d y c

 

 

       

       
（3-2）

利用 2 2 2
0 0x y R  可将上述两式合并得到：

2 2 2 2
0 0 12 12

2 2 2 2
0 0 23 23

( ) ( ) 2

( ) ( ) 2

x d y c c R R

x d y c c R R

 

 

    

    
（3-3）

利用 2 2 2
0 0x y R  可以消去 0x 与 0y 的二次项，然后两式相加可得到：

2 2 2 2
12 23

12 23

2 ( )
2 ( )

d cR
c

 
 

 



（3-4）

式（3-4）是利用时延差来直接计算 R的公式（没有近似）。如果希望利用时

延差 12 、 23 得出方位角的估计量，需要做一些简化：

12 1
0.5

2 2

0.5
2

2 cos( )
2

1 ( ) 2( )sin( ) 1

c R R

d R R R

d dR
R R



 



 

      
 
           

（3-5）

利用幂级数的展开（保留二次项），当 1x  时：

0.5 21 1(1 ) 1
2 8

x x x    （3-6）

令 2( ) 2( )sind dx
R R

  ，忽略
d
R
的三次方以上各项，可以得到：

2
2

12

2
2

23

1sin cos
2
1sin cos
2

dc d
R
dc d
R

  

  

 

 

（3-7）

根据以上两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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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3( )arcsin
2

c
d

 


    
（3-8）

2 2

12 23

cos
( )
dR
c


 




（3-9）

由此可知，只要测出两组时延差，就可以得到目标方位和距离。

3.3 基于 RTK技术的十字阵位置精确标定

差分 GNSS可分为位置差分、伪距差分、载波相位差分及相位平滑伪距差分

四种方式[5]。差分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坐标已知的点(基准站)上的接收机测量

定位误差，用以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其他接收机(流动站)测量定位精度。但仅在十

几公里的范围内，差分定位精度才能达厘米级，随着距离增大，定位误差也会随

之增大，所以本文研究的是海岸线附近十几公里的范围内爆炸点的定位问题。

图 3.5 差分工作原理图

本方案设计系统采用的 RTK定位技术（载波相位差分技术）的原理框图如

图 3.6 所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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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RTK定位技术原理框图

3.4 北斗测向原理

利用北斗进行测向是在动平台两端分别布设主、从天线，即在北斗模块处伸

出天线，主从天线的连线称为基线，距离称为基线长度。两根天线接收北斗卫星

信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基线方向偏离正北方向的夹角、俯仰角 。北斗天线

在当地坐标系中的测向原理图如图 3.7 所示[12]。

图 3.7 北斗测向原理图

在图 3.7 所示的当地坐标系中，基线与基线在 OXY平面的投影的夹角为俯

仰角 ，向上为正，反之为负，基线在 OXY平面的投影线与 OX之间的夹角为，

范围顺时针从0到360，通过对北斗载波相位的观测，可以精确测定从天线相对

主天线在当地坐标系中的坐标位置。在以主天线为原点的当地坐标系下，从天线

坐标设为 ( , , )dx dy dz ，可以采用直接计算法来计算偏角和俯仰角 。

arctan( )dy
dx

  （3-10）

2 2
arctan( )dz

dx dy
 


（3-11）

本方案海上弹着点定位系统中双十字阵的布设与水面平行，俯仰角 为0，
因此只考虑基线方向偏离正北方向的夹角。

3.5 海上弹着点空间位置推算

3.5.1 地理坐标转换为屏幕坐标

卫星导航可以实时给出北斗定位模块的经纬度，为了方便下文对弹着点空间

位置的推算，首先应将经纬度坐标转换为屏幕坐标 ( , )x y 。

3.5.2 弹着点空间位置推算

由于十字阵的阵元相对位置固定，所以无论北斗定位模块布设在哪一个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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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两端，总能推算出十字阵中心阵元的位置坐标，进而推算出弹着点空间位置。

首先利用工作三元阵被动定位得到的方位与北斗测向得出的偏角，推算出弹

着点直角坐标，原理如图 3.8 所示。假设四个北斗定位模块的直角坐标分别为

1 1( , )x y 、 2 2( , )x y 、 3 3( , )x y 、 4 4( , )x y ，弹着点坐标为 0 0( , )x y 。则两个中心阵元坐

标分别为： 1 2 1 2( , )
2 2

x x y y 
， 3 4 3 4( , )

2 2
x x y y 

。

图 3.8 爆炸点位置推算原理图

在以 ' '( , )x y 为原点的坐标系中，通过几何关系的推导，即可得出弹着点坐标。

如图 3.9 所示：

图 3.9 爆炸点位置推算原理图

推导过程中公式如下：

'' '

'' 'arctan y y
x x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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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2 '' ' 2 2
1 2

1 1 '' ' 2 '' ' 2
1

( ) ( )cos( )
2 ( ) ( )

R x x y y R
R x x y y

       
  

  
（3-13）

2 '' ' 2 '' ' 2 2
2 1

2 2 '' ' 2 '' ' 2
2

( ) ( )cos( )
2 ( ) ( )

R x x y y R
R x x y y

       
  

  
（3-14）

'
0 1 1 1cos( )x x R     （3-15）

'
0 1 1 1sin( )y y R     （3-16）

然后利用靶心位置与弹着点位置的关系，得出弹着点相对靶心的极坐标，原

理如图 3.10 所示，设靶心坐标已知，为 ( , )x y 。得出 r、 如式（3-17）、（3-18），

则可称爆炸点在靶心 ( , )r  处。

图 3.10 极坐标系下靶心与爆炸点位置关系图
2 2

0 0( ) ( )r x x y y    （3-17）

0

0

arctan y y
x x







（3-18）

4 仿真分析
4.1 三元阵被动定位误差分析

由上文三元阵定位原理中式（3-8）、（3-9）得：

2 2

12
2 sinR d dR R
c




  
 （4-1）

2 2

23
2 sinR R d dR

c



  

 （4-2）

可以得出 12 、 23 对应不同 R与时的三维曲面，如图 4.1、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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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12 对应不同 R与时的三维曲面图

图 4.2 23 对应不同 R与时的三维曲面图

4.1.1 测距误差

将 R对 c，d， 12 ， 23 ， 分别求导[8]：

2 2

2
12 23

cos
( )

R d
c c


 




 
（4-3）

2

12 23

2 cos
( )

R d
d c


 




 
（4-4）

2

12 23

2 cos sin
( )

R d
c

 
  



 

（4-5）

2 2

2
12 12 23

cos
( )

R d
c


  



 

（4-6）

2 2

2
23 12 23

cos
( )

R d
c


  



 

（4-7）

12 23
12 23

R R R R RR d c
d c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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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三元阵测距精度的主要因素是时延测量误差，本方案系统d为 10 米，

假设目标在正横方位上，距离 R为 1000 米，那么 12 2333.33 33.33s s     、 ，

因此时延测量精度  必然达到微秒量级。下图给出了1 s 时延测量精度条件下

不同距离和方位上三元阵的测距误差曲面，如图 4.3 所示。

图 4.3 不同距离和方位上三元阵的测距误差

由以上可以得到：

（1） 目标距离越远，时延差 12 23,  越小，测距误差越大；

（2） 目标越偏离正横方位，时延差 12 23,  越小，测距误差越大。

（3） 方位满足 60 60   时，发现在 500米的范围内，最大测距误差就

达到了 30米。

4.1.2 测向误差

将对 c，d， 12 ， 23 分别求导：

12 23
2 2

12 23
2

( )2 1
4

c cd
d

 

 




 


（4-9）

12 23
2 2

2 12 23
2

( )
( )2 1
4

c
d cd

d

 

 

 


 


（4-10）

2 2
12 12 23

2
( )2 1
4

c
cd

d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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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3 12 23

2
( )2 1
4

c
cd

d


  




 


（4-12）

12 23
12 23

d c
d c
     

 
   

        
   

（4-13）

下图给出了1 s 时延测量精度条件下不同距离和方位上三元阵的测向误差

曲面，如图 4.4 所示。

图 4.4 不同距离和方位上三元阵的测向误差

由以上可以得到：

（1） 目标越偏离正横方位，时延差 12 23,  越小，测向误差越大。

（2） 方位满足 60 60   时，在 5000 米的范围内，最大测向误差才为

0.0172度。

4.1.3 对比总结

对比测向误差与测距误差，可以发现测向精度很高，而测距精度并不高，这

和三元阵的阵元间距是有很大关系的。本方案就是有鉴于此，采用了两个十字阵，

这两个十字阵都用来测向，测出的两个方向交点即为海上弹着点的位置。

4.2 差分定位误差

本方案针对海岸线附近十几公里范围内靶场炮弹爆炸的实际场景，采用 RTK
技术，定位误差可达到厘米级。

4.3 北斗侧向误差

从目前的技术看，在基线长 20 米的情况下，利用 2 个北斗天线测向精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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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 0.08 度。

4.4 海上弹着点定位精度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在满足 60 60   时，即使爆炸点距离增大至 5000 米，

测向误差也仅有 0.0172 度，与距离无关。下文分析时三元阵测向误差就采用

0.0172 度，北斗测向误差取 0.08 度，可以得出误差分析原理图，如图 4.5 所示：

图 4.5 误差分析原理图

将两个测向误差平方和再开方，当作十字阵的总测向误差去推算海上弹着点

位置。即可等效为图 4.6 所示：

图 4.6 误差分析等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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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点的可能位置为图中的红框部分，若将红框等效看作一个矩形，则：

2 2 2 2
1 2max( ) max( ) 0.08 0.0172 0.081828         （4-14）

2 2
1 1 22 sina R     （4-15）

2 2
2 1 22 sinb R     （4-16）

上述式中，a、b为矩形两边长， 1R、 2R 分别为爆炸点至两个十字阵中心阵

元的距离。

可以发现，当 1R、 2R 均为 1000 米时，红框大概可以看作是 2.85 米乘以 2.85

米的矩形，要知道，定位误差会随着距离增大而增大，在海上弹着点定位中，距

离 1000 米算是不小的距离了。相比于 2.85 米，北斗差分定位厘米量级的误差可

忽略不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最终本方案设计系统的最大定位误差在 3米以

内。虽然没有目前光电设备对弹着点定位精度高，但较低廉的成本与操作的便捷

体现出巨大的优势，很好的满足了海岸线附近十几公里范围内靶场的需求，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为了得到在不同定位误差时爆炸点相对靶心的极坐标，我们假设理想情况下

工作三元阵均为东西方向，且 1 2 30    ， 1 2 1000R R  米，则靶心坐标应为

(500,500 3)，如图 4.7 所示，两条红线的交点是爆炸点的一种可能情况。

图 4.7 理想情况误差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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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两条红线的交点为 0 0( , )x y ，可通过一系列方程联立来求解出红线的交点

坐标，进而得出爆炸点相对靶心的极坐标。求解过程如下式：

直线 OB的方程为：

1tan(90 )y x  （4.17）

直线 AB的方程为：

2tan(90 )( 1000)y x    （4.18）

两方程联立求解出爆炸点（即 B点）坐标，结合靶心坐标，得出爆炸点相对

于靶心的方位和距离：

2
0

1 2

1000 tan(90 )
tan(90 ) tan(90 )

x 
 




  
（4.19）

1 2
0

1 2

1000 tan(90 ) tan(90 )
tan(90 ) tan(90 )

y  
 
 


  

（4.20）

2 2
0 0( 500) ( 500 3)r x y    （4.21）

建立以靶心为圆心的直角坐标系。

当爆炸点在第一象限且包括 x、 y正方向时：

0

0

500 3arctan
500

y
x

 



（4.22）

当爆炸点在第二、三象限且包括 x、 y负方向时：

0

0

500 3arctan
500

y
x

 
 


（4.23）

当爆炸点在第四象限时：

0

0

500 3arctan 2
500

y
x

 
 


（4.24）

可以得出对应于不同 1 、 2 时 r、 的图形，如图 4.8、4.9 所示，进而

得出极坐标点图，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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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对应于不同 1 、 2 时 r图

图 4.9 对应于不同 1 、 2 时  图

图 4.10 极坐标位置点图

爆炸点就落在极坐标点落在的区域内，由此也能看出，本方案的最大定位误

差在 3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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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本方案从部队建设需要出发，分析海上炮弹爆炸的实际场景，设计出一种北

斗差分定位、测向与双十字阵被动定位结合的经济型海上弹着点水声定位系统，

即舰炮射击精度考评系统。利用光电设备定位时，需要真人在爆炸水域附近操作

仪器，危险性大，本系统完美避开了这一点，安全系数提高，并且成本低廉、高

效便捷、打破了三元阵测向范围的限制，很好的满足了海岸线附近十几公里范围

内靶场的需求，这使其具备了独特的优势。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方案系统还需完善。总结整个系统的设计方案，

后面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十字阵的五个阵元同时工作可产生一定的阵增益，利用这一点可考虑

将本系统应用于更远距离的粗精度定位场景中；

（2）增大三元阵阵元间距，将进一步减小定位误差，可考虑应用于高精度

定位场景；

（3）每个北斗浮标只用 1个北斗定位模块安在浮体上，另一个北斗定位模

块用姿态传感器替代，将进一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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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蝇式”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

作者：陈正坤、冉自烜、袁健锋、李静

指导教师：朱祥维、傅其祥

学校：中山大学

【摘要】随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
应用的不断拓展，其易受干扰、欺骗的弱点逐渐突出，尤其在军事领域应用表现

更为严重，北斗等导航系统的生存能力受到极大威胁。本课题研究宽带小型化阵

列天线技术和多种抗干扰算法的融合处理，同时重点考虑抗干扰接收机的“小型

化、低功耗、低成本和国产化”设计与方案优化，突破传统抗干扰接收实现成本

高的技术难点，设计一套针对无人机、自动驾驶等无人平台应用的低成本卫星导

航抗干扰解决方案，实现一款小型化“蝇式”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的样机产品研

制，为国防、电力通信、金融等领域应用提供安全可靠的 PNT服务。

【关键词】小型化，抗干扰接收机，卫星导航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applications, its vulnerability to interference and decep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military applications. The survivability of navigation
systems(such as BDS)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is subject studies the fusion
processing of broadband miniaturized array antenna technology and multiple
anti-jamming algorithms, while focusing on the design and program optimization of
‘miniaturization, low power consumption, low cost and localization’ of anti-jamming
receivers, breaking through the high implementation cost traditional with
anti-jamming receiver, designing a low-cost satellite navigation anti-jamming solution
for unmanned platform applications, such as drones and autopilots, and realizing a
prototype of a miniaturized ‘fly-type’ satellite navigation anti-jamming receiver
product. It can providing safe and reliable PNT services for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national defense, power communications, finance, etc。

【Key words】miniaturization, Anti-jamming receiver, GNSS

1 选题意义

随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不断拓展，卫星导航接收机容易受到有意或者

无意的电磁干扰的弱点逐渐突出，尤其在军事应用领域的电子对抗场景中表现更

为严重[1]。当前国际社会局部冲突不断，2020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

爆发的军事冲突中，无人机蜂群和反无人机作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其中电子战、

导航站等电子信息领域的电子对抗，对于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系统至关重要。

GPS、北斗、Galileo、GLONASS等 GNSS系统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高精度、全

天候的位置、速度、时间等基准信息，但是也存在易受干扰、被欺骗等脆弱性问

题，严重制约了卫星导航的深入应用和持续发展。因此,研制一种具有抗干扰能

力的接收机来最大程度减小各种干扰对卫星导航 PNT 服务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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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1.1 需求分析

1.1.1 卫星导航脆弱性问题成为制约其深入应用的重要因素

在 GNSS导航战中，GNSS信号受到强电磁干扰的影响，接收机性能将会急

剧下降甚至无法正常工作，GNSS 导航系统的生存能力将受到极大威胁。随着

GNSS在电力电网、自动驾驶、5G 通信等民用领域的深入发展和应用，也面临

着由于脆弱性问题造成卫星导航不可靠的情况。例如电力电网铁塔形变监测时，

由于高压电晕放电、电磁散射等强电磁干扰，导致卫星导航接收机可用性急剧降

低的现象；自动驾驶汽车绝大多数情况是在复杂城市环境中行驶，车载 GNSS
接收机工作场景千变万化，高楼、树木、桥梁、隧道、停车场等对 GNSS信号的

遮挡与反射极为常见，遮挡与多路径问题不可避免，同时由于 GNSS信号非常微

弱、频谱和伪随机噪声码的结构公开，极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环境中其他无用信

号源的干扰或人为欺骗干扰可能直接造成错误或不可靠的导航定位结果，严重影

响卫星导航的定位性能，增加了无人系统的事故风险。

GNSS的脆弱性导致其服务有效性降低，且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这在

军用和民用场景中危害巨大，不仅仅影响性能和效率，更是对生命财产的威胁。

脆弱性问题对自动驾驶等民用无人系统领域存在巨大影响，图 1列举了面临的几

种可能严重降低 GNSS导航定位性能的典型场景，如图 1(a)所示，无人驾驶汽车

很多情况都行驶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复杂道路，GNSS卫星信号极易被高层建

筑物所阻挡或反射，造成的多径效应会使观测量误差增大，这些都会极大地降低

定位精度和可靠性[2]；如图 1(b)所示，一些无意或有意的电磁干扰信号如广播通

信、雷达等，造成局部范围内的 GNSS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如图 1(c)所示，当

不法分子因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汽车行驶的环境中放置欺骗干扰源时，无人驾驶

系统中的 GNSS模块可能在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得到错误汽车位置，造成车毁人亡

的严重交通事故。

图 1 几种可能严重降低 GNSS 导航定位性能的典型场景

虽然目前 GNSS的系统建设和产业应用发展成熟，也充分发挥了 GNSS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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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等多种优点，能在全球范围内为终端用户提供

高速度、低成本、高精度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等 PNT信息，但是由于 GNSS
易受干扰和欺骗造成脆弱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 GNSS应用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1.1.2 国内 GNSS 抗干扰技术和产品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美国 GPS系统建设和应用推广较早，在抗干扰应用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先进

技术和成熟产品。GPS作为美军精确制导斩首行动、空地一体化协同作战和无人

机编队指挥控制等军事动作的关键工具，美国非常重视对 GPS导航战理论的研

究，要求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和战术措施，防止敌对势力使用 GPS系统并利用

该系统进行电子对抗作战，同时保证己方能有效地利用 GPS系统打击敌人。目

前美国正在进行 GPS III 代升级，包括增强抗干扰能力和改进安全性能等，其中

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抗干扰接收技术。美国空军正执行多项抗干扰技术试验计划以

发展智能零陷 GPS天线技术，美国海军计划研制水平极化加零陷天线，以实现

在 GNSS导航战中保护武器免受中、低功率干扰器的影响。

国外许多航空电子公司、通信电子设备公司在 GPS抗干扰方面已做出了实

质性的进展，GPS抗干扰技术远远走在了前列，雷神公司(Raytheon Systems Ltd.)
研制的抗干扰接收机采用 5阵元抗干扰天线，已经用于下一代美军战斧巡航导航；

五月花通信公司(Mayflower Communications)在自适应时间滤波的基础上研制了

GPS抗干扰滤波接收机，是一种 7阵元的空时处理器，装备于美军 F14，F15，
F18，F22 战斗机。洛马(Lockheed Martin)与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
公司共同合作研制的 G-STAR抗干扰接收机装备于 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

弹。从表 1的对比数据可知，国内外抗干扰技术水平差距非常明显。在未来 GNSS
导航战中，卫星导航信号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此时北斗卫星导航抗干

扰技术极其重要，一旦敌对方实施大功率干扰下，如果缺乏相应的抗干扰手段，

不仅会影响北斗导航精度，甚至使北斗系统失去导航能力；在民用航空、航海、

金融等高可靠性领域应用中，抗干扰技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目前国内抗干

扰技术和产品与国外相关产品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令人堪忧。

表 1 国内外抗干扰技术产品的典型指标对比

罗克韦尔.柯林斯 洛克希德.马丁 雷神 国内目前最高水平

抗干扰算法 空时/空频自适应 空时 空时 空时自适应

数字多波束 同时 16波束 - ＞4波束 无

通道数 2-7 7 - 2-7
频点 L1，L2双频 L1，L2双频 L1，L2双频 单频

环境感知 支持测向 - - 无

单干扰抗干扰

能力
>125dB ＞120dB ＞120dB >90dB

三干扰抗干扰

能力
>115dB - - >80dB

实现成本对比 高 较高 较高 高

1.1.3 小型化、低成本是卫星导航抗干扰天线的发展趋势

小型化的便携式用户终端是卫星导航抗干扰技术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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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系统等应用场景整体小型化的需求，如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和产品的发展逐渐趋

于小型化，对其各功能载荷的需求同时也趋于小型化、轻量化；同时也要求各功

能载荷实现低功耗，在系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确保无人系统具备足够的续航能力。

抗干扰接收机小型化技术主要包括接收天线小型化、信号处理板小型化等。

低成本的用户终端成为卫星导航抗干扰技术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可以扩宽抗

干扰接收机在大众级消费市场的应用领域，如车载设备、手机等移动终端，促进

卫星导航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入应用；另一方面从目前干扰生成成本和抗干扰实现

成本不对等的现状出发，目前市面上的 GNSS干扰器形式多种多样，部分产品如

图 2所示，价格也相对廉价，从几百-上千元不等，然而目前市面上具备抗干扰

能力的天线和接收机设备，造价昂贵，从几万-几十万不等，而且军用抗干扰天

线由于使用了授权码信号，不利于大规模推广应用，造成目前大部分应用场景中

无法使用具备抗干扰能力的接收设备。

图 2 部分 GNSS 干扰器展示

低成本的抗干扰接收机设计，一方面从抗干扰天线材料、仿真设计等方面降

低硬件成本，另一方面从优化抗干扰算法、提升抗干扰性能等方面降低软件算法

的资源消耗等。综上所述，实现低成本、小型化的抗干扰天线，可以极大促进卫

星导航抗干扰技术发展和产品应用。

本课题正是在全球卫星导航技术快速发展和导航战对抗愈演愈烈的环境下

展开，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效能，提高卫星导航接收机的抗

干扰能力，研制小型化、低成本、国产化的抗干扰接收机算法和技术产品，为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无人系统中的可靠应用提供有力保障。一方面本课题提出一种

小型化国产化的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解决方案，为国防、电力通信、金融领域

中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平台提供安全可靠的 PNT服务，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本课题旨在研制一款低成本的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技术产品，能够直

接应用于自动驾驶、无人机、无人船中商业应用中，促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无

人平台的深入应用，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2 课题技术途径
2.1 关键技术

2.1.1 宽带小型化阵列天线设计

阵列天线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构成了自适应阵列天线，能够实现在对卫星导

航信号的“自动跟踪”捕获接收的同时，还能够“自我学习”自适应复杂电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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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研究宽带小型化阵列天线设计，根据所适用的环境选择某种准则设计

结构，依据所选取的最佳准则来调整权矢量，进而实现天线阵列的波束主瓣始终

自动对准目标信号，同时在干扰方向形成零陷，使得输入信号的信干噪比达到最

佳化[3]。其次分析不同阵列天线构型、阵元选择、阵列信号处理方式对阵列天线

研发的影响，设计一种抗干扰性能强的阵列天线方案。

对于北斗 B3 的工作频段为 1268.52MHz±10.23MHz，取其中心频率

1268.52MHz，则其在自由空间波长λ约为 236.6mm。综合考虑相位模糊与耦合

效应因素，一般取天线阵元间距为略小于半波长即λ/2≈118mm。同时考虑小型

化设计，天线尺寸小于 150mm*150mm*25mm，因此必须采用高介电常数的介质

基板材料，但采用介电常数过高的介质板会使得天线的带宽变窄，同时也会增大

损耗，降低天线的辐射性能，同时会激起较强的表面波，导致阵列天线的增益和

交叉极化的特性变差，还会造成不同阵元之间的耦合变强，必须合理选择相对介

电常数的大小。在 HFSS中仿真模型中选用的硅(Si)材料，制作成本较低，同时

采用双馈电的底部馈电方式，将介质板的初始厚度设为 5mm远小于波长，以保

证电场强度在厚度这个方向基本保持不变，在仿真时可调节使其满足 20.46MHz
的绝对带宽，可建立如图 3所示的四阵元天线阵列模型。

图 3 四阵元一体化阵列天线 3D 模型仿真设计

2.1.2 基于空时自适应滤波的卫星导航抗干扰算法研究

波束成形和零陷滤波是基于阵列信号处理实现抗干扰算法的重要研究内容

之一，在无线通信、信号处理、无线电导航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通过对特定

空间分布上的阵列天线采集到的电磁场数据进行线性加权组合处理，可以得到一

个标量的波束输出[4]。零陷滤波的主要目的是在干扰方向上形成接收的零陷，波

束成形的主要目标是在特定有用信号方向上获得更高的接收增益，两者结合可以

在形成零陷抑制干扰信号的同时，在有用信号方向上形成波束增强。

空时自适应处理(STAP)技术是目前应用最为成熟，也是最为广泛的宽带干扰

抑制技术，该技术利用干扰与有用信号空间角度的相互独立性，将信号与干扰进

行分离，STAP的基本结构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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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时自适应滤波抗干扰算法结构

天线阵多个阵元接收到的信号经过自适应处理单元，以特定的准则进行自适

应处理后，为方向图形成提供相应的加权量，逐步使阵列的输出按规定的准则达

到最佳值。通过不断调整各天线阵各单元的权值控制天线方向图，在干扰方向上

产生零陷，达到抑制干扰提高输出信干比的目的，同时在有用信号方向形成一定

的波束增强，确保抑制干扰信号后还能提供正常的 PNT服务。

2.1.3 低成本卫星导航抗干扰一体化接收机设计

抗干扰天线采用一体化设计方式，主要由阵列天线单元、数字下变频单元、

抗干扰信号处理单元、电源处理单元等几个部分构成。主要进行天线阵列、射频

前端以及抗干扰数字处理电路的低成本设计，采用全国产化零器件设备和自研抗

干扰算法，完成导航信号接收、滤波、放大以及下变频处理，实现低成本抗干扰

天线研制。

以 B3射频通道为例，由于卫星与天线之间距离非常遥远，抗干扰卫星导航

设备接收到导航卫星信号非常微弱（约-130dBm），为达到数字抗干扰处理的信

号强度要求，需要放大信号，低噪放模块对收到的卫星弱信号放大 20dB～30dB，
放大后 4 路 B3 射频信号送到由 RX3606芯片组成的射频模块；RX3606 芯片可

对 4路 B3信号作下变频和放大处理，得到的 4路中频信号传输到抗干扰处理模

块的高速 ADC。抗干扰处理模块有两颗 ADC，每颗 ADC可同时对两路中频信

号进行高速采样，每路中频信号采样后变为位宽 16bit的数字信号。4路数字信

号输入到抗干扰芯片 AJM2015实现干扰抑制和信号还原，干扰抑制后的数字信

号需要经过DAC变换成 B3频点的中频信号并输出给导航接收机单元进行处理，

机载 B3导航信号经射频模块下变频放大后也输出给导航接收机模块进行处理。

此外抗干扰处理模块还具备 B3干扰源信息识别功能，并以 RS422数据格式输出

给机载计算机。抗干扰天线工作原理框图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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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抗干扰天线工作原理框图

3 课题进度

目前算法已经完成全部设计，并且实现功能样机的研制，课题实施过程中的

总体设计方案图如图 6所示。下一步本课题将进行样机的各项功能和性能测试与

优化，同时在国产化和低成本上迭代优选，进一步提升抗干扰接收机的性能和国

产化进程。

图 6 总体方案图实现效果实物图

4 课题应用案例

目前我们课题的研究成功已经应用于某型号无人机平台，已有天线阵一体化

接收机在无人机的安装与应用如图 7所示，已经完成了多次试飞测试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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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抗干扰一体化接收机在无人机的安装与应用

5 课题创新性介绍
5.1 顾及成本的宽带小型化阵列天线设计和优化

根据天线设计理论，阵列天线的工作波长与对应的工作频率成反比关系，频

率越低，工作波长就越长，天线的剖面高度在设计时也必须相应地增加。因此我

们设计天线要兼顾低频和高频的性能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尺寸减小时必然

引起天线在某些方面的性能恶化，进而达不到所需的指标要求。阵列天线和数字

信号处理技术构成了自适应阵列天线，能够实现在对卫星导航信号的跟踪捕获接

收的同时，还能够自适应复杂电磁环境的不断变化，调整不同来波方向卫星信号

的权重。

其次分析不同阵列天线构型、阵元选择、阵列信号处理方式对阵列天线研发

的影响，设计一种抗干扰性能强的阵列天线方案。阵列天线的小型化是指在保持

原有天线性能不变或在性能略有损失的前提下，在更小的空间内实现原有天线的

功能。研究宽带小型化阵列天线设计，根据所适用的环境选择某种准则设计结构，

依据所选取的最佳准则来调整权矢量，进而实现天线阵列的波束主瓣始终自动对

准目标信号，同时在干扰方向形成零陷，使得输入信号的信噪比达到最佳化。

5.2 多种算法融合的低成本抗干扰算法研究

抗干扰波束成形和零陷滤波是阵列信号处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主

要算法流程包括：形成天线阵接收系统的方向性；进行自适应空域滤波，抑制干

扰信号提高接收信噪比；估计又有信号到达方向，针对多颗卫星信号同时进行；

以及为干扰信号源的反向定位提供信息等。基于自适应空间陷波技术的抗干扰算

法能够自适应地调整每个阵元上的权值，使得阵列天线的方向图中形成一个或多

个针对干扰方向的零陷，从而抑制掉零陷方向上的干扰信号，减小干扰信号对接

收机的影响；而波束成形技术能够调整各阵元上信号的相位以实现同相相加，对

接收到的 GNSS有用信号产生一定的增益，可以提高接收信号的信噪比，在零陷

滤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接收机的抗干扰能力。

为了提高抗干扰算法在更加复杂的电磁环境中的稳健性，并加快算法的收敛

速度，课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波束成形和零陷滤波等多种算法融合处理的方式，

已达到较好的抑制干扰信号的目的。

5.3 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的小型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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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干扰阵列天线采用一体化设计方式，主要由阵列天线单元、数字下变频单

元、抗干扰信号处理单元、电源处理单元等几个部分构成。主要进行天线阵列、

射频前端以及抗干扰数字处理电路的低成本设计，采用全国产化零器件设备和自

研抗干扰算法，完成导航信号接收、滤波、放大以及下变频处理，实现低成本抗

干扰天线研制。

抗干扰接收机的设计同样采用一体化结构，主要包含自研的小型阵列抗干扰

天线、射频处理模块、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和应用场景数据处理模

块等，最终研制出一款小型化的卫星导航抗干扰接收机。

6 后续打算

如今无人机技术和产品的发展也逐渐趋于小型化，对其各功能载荷的需求同

时也趋于小型化、轻量化，同时也要求各功能载荷实现低功耗，在系统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确保无人系统具备足够的续航能力。将小型化低功耗抗干扰接收机运用

在无人机领域中将大有前景。后续打算扩展小型化抗干扰接收机在大众级消费市

场的应用领域，进一步促进卫星导航抗干扰技术发展和产品推广。同时，本课题

关于宽带小型化阵列天线技术和卫星导航抗干扰算法的研发，在民用领域也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卫星导航可靠性和完好性要求极高的领域，如电力授时、

5G通信和民航领域等要求高可靠性 PNT的应用领域，对国防和国计民生等重点

基础设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也可以为汽车导航、移动手机等大众化应用提供

安全可靠的 PN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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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

作者：彭浩然、尚福牛、廖志明、刘博

指导教师：纪元法

学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我国山区地质地形复杂，近年来地质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呈增长趋

势，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然而滑坡监测设备要么进口成

本高，要么功耗大不易布点。本着突破小型化的设计理念，系统在融合北斗载波

相位差分技术、部分模糊度解算技术与 RTCM3数据编码等技术的基础上，融入

辅助传感器，并采用多种通信方式，设计并实现了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本

系统在北斗监测一体机、高精度解算算法、综合预警算法、无线自组网等多方面

创新，实现地质灾害区域的多点形变位移监测，监测精度达到：水平±

3.0mm+0.5ppm、高程±5.0mm+1ppm。北斗监测机功耗 1.5W，采用 30AH 50W
太阳能锂电池供电，可无光照持续工作 10天。系统不仅精度高，还具备良好的

兼容性，功耗低，易于布点组网，便于推广。

【关键词】：地质灾害，小型化，一体机，RTK，精度高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loss caused by geological disasters is increasing,
which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However, the
landslide monitoring equipment either has high import cost or high power
consumption and is not easy to deploy. In line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breaking
through miniaturization, the system integrates Beidou carrier phase difference
technology, partial ambiguity solution technology and RTCM3 data coding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s auxiliary sensors, and adopts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Beidou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The system is innovativ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Beidou monitoring
machine, high-precision calculation algorithm, comprehensive early warning
algorithm, wireless AD hoc network, etc., to realize multi-point deformation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in geological disaster area, and the monitoring accuracy
reaches: level ±3.0mm+0.5ppm, elevation ±5.0mm+1ppm.The Beidou monitoring
machine consumes 1.5W power and is powered by 30Ah 50W solar lithium battery. It
can work continuously for 10 days without illumination. The system not only has high
precision, but also has good compatibility, low power consumption, easy to arrange
points and network, easy to popularize.

【Key words】Geological disaster; miniaturization; All-in-one; RTK; high
precision

1 概述
1.1 研究意义和背景

地质灾害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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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有 70座城市和 460多个县市受到地质灾害的威

胁及危害，平均每年至少造成 15～23亿元的经济损失。为了降低地质灾害带来

的影响，应对地质灾害进行全面监测。

近年来，如何积极有效地防治地质灾害成为了当前我国重中之重的任务，目

前关于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主要是对地质形变进行长期观测，对灾害易发生区进

行地质勘查、实时监测和预警。但是由于监测数据单一、定位精度较低、监测技

术和设备落后、系统整体庞大、设备成本较高，定位精度还不到位，难以有效地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随着我国在大力推进自行研制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地质位移和形变监测这一领域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因此大力开发基于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质位移和形变监测系统，不仅

可解决高成本问题，而且可以大力推进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还可以加

快地质位移和形变监测系统的全面部署，具备很大的市场需求。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本系统通过在滑坡等地质灾害区域监测站收集 ublox原始数据，经过数据编

码处理后转化为 RTCM3数据。使用合适的通信方式，将数据转发给基准站，由

基准站完成数据解算并回传至云服务器。

系统实现内容如下：

1）移植 RTKLib 中的函数到接收机，实现 Ublox 数据格式转化为 RTCM3
数据格式；

2）根据监测站不同的周围环境，在监测站和基准站之间选择不同的数据传

输方式，制定不同的通信方案；

3）基准站实时接收来自监测站的多源数据，完成数据解算并将数据回传至

云服务器；

4）采用 RabbitMQ消息中间件，支持了高级消息队列协议，实现了多源、

海量数据的快速吞吐，降低了服务器的使用负担，保证了数据的传输速度；

5）云服务器将回传的数据以曲线形式直观的呈现在当地形变监测系统中，

根据综合预警情况及时下发报警信息。

系统主要创新点：

1）自主研制了北斗监测终端和工控机解算一体机，具备低成本、低功耗、

高精度、小型化的特点；

2）通过 RTCM3数据编码降低传输速率，实现多种通信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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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融合了多种传感器设备。将报警预判标准提升为以北斗监测为主、

传感器监测为辅的预警模式；

4）高精度解算算法实时性强，可提供毫米级智能化监测。采用伪距和载波

相位相结合算法、多模融合解算方式等多种算法提高定位精度；

5）采用创新性综合预警算法，并通过微信小程序、系统界面、监控中心声

光进行多种形式报警，使用户能够提前预防。

1.3 系统研究方案

本系统针对已发生滑坡的地质灾害区域，提出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实现北斗

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实施方案如下：

1）自主设计的高精度多接口接收机实时接收卫星数据，并且添加多种传感

器，同时采集传感器数据；

2）根据监测站周围的环境，考虑监测站与基准站之间距离等因素，采用不

同的通信方式，包括无线模块通信、无线网桥通信；

3）基准站设计小型机柜，机柜内添加微型工控机，利用自主研发的解算软

件对各个监测站和基准站的数据进行解算，并使用 4G路由器回传解算数据到云

服务器；

4）云服务器接收回传数据，并以曲线的形式实时显示监测站形变情况；当

解算数据触发等级阈值时，通过邮件、手机短信、网页报警等形式下发报警信息。

2 关键技术和方法介绍
2.1 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

目前低成本接收机的北斗高精度解算算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依然存在模糊

度固定率较低、野值点较多、单模定位效果较差等问题。为解决这些的问题，本

系统拟采用载波相位差分优化算法，该算法可适用于恶劣观测环境下（城市环境、

野外监测环境等）的模糊度计算，可将模糊度解算的成功率提高至 95%以上，固

定解得准确率提高 30%以上，在低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系统在恶劣环境下的可用性，

减少系统对环境的苛刻要求。

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技术将解码数据从缓存的结构体中提取出来，作为本

历元的观测数据和导航数据。利用观测数据和导航数据进行单点定位，得到监测

站概略坐标，将次概略坐标作为载波相位双差相对定位的初值。在双差相对定位

中，尽管载波相位观测精度很高，但在单历元解算时，由于载波相位数据较少，

只利用载波相位数据会造成系统矩阵的秩亏，影响定位精度。因此，分别对载波

相位值和伪距观测值求双差构建系统矩阵，进入正常解算流程后，采用扩展卡尔

曼滤波算法对每个历元的状态值进行滤波处理，得到双差相对定位浮点解，此浮

点解与其方差矩阵作为 LAMBDA/MLAMBDA 算法的入口变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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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MLAMBDA算法求解整周模糊度，从而得到固定解。北斗载波相位差

分定位结算流程如图 2-1所示。

图 2-1 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算法流程图

2.2 RTCM 数据编码

本系统采用 ublox-m8t芯片接收卫星数据，得到 ublox原始数据，根据 ublox
每发送一帧数据后会有一定时间延迟的特点，开启定时器辅助接收。以帧为单位

进行接收，接收完成后，将这一帧数据全部存入队列中进行 RTCM3数据转化。

数据转化完成存入一个新的队列，判断队列不为空后串口逐个输出数据。RTCM3
数据编码流程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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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RTCM3 数据编码流程图

2.3 辅助监测传感器

本系统以卫星数据为基础，通过添加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来实现更加精准地预

警。本系统添加了三类低功耗、低成本、数据稳定的传感器，分别是雨量计、裂

缝计和土壤水分计，以 RS-485作为标准传感器接口，传感器统一挂载在 RS-485
总线上。采用 SP3485芯片，最大支持 32个节点接入，满足系统需求。

2.4 多源监测一体化

本系统采用多源数据融合的形式得到处理后的卫星数据解算值，实现卫星数

据为主、传感器数据为辅的模式，多源数据包括卫星数据、雨量计数据、裂缝计

数据、土壤水分计数据等。多源数据融合技术不仅能实现数据最优选择，还能对

进行预处理后的数据再进行数据融合得到最优值。

2.5 微型工控 RTK 形变解算

针对传统静态测量方法、快速静态测量方法、动态测量方法需要事后进行解

算才能获得厘米级定位精度的缺点，使用 RTK能够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

数据。

基于开源的 RTK算法自主研发了形变解算软件，并在微型工控机上运行，

实时解算卫星数据。解算软件采用三维多线程结构设计，融合模块化思维，具有

易扩展、易移植、稳定性高、运算速度快、占用内存低等优点。充分考虑了系统

的兼容性，可以和多种数据库进行连接（比如 SQL server、MYSQL等），实现站

点和传感器间多方式、多协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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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abbitMQ 消息中间件

RabbitMQ是一个流行的开源消息队列系统，是 AMQP（高级消息队列协议）

标准的实现，由以高性能、健壮、可伸缩性出名的 Erlang 语言开发，并继承了

这些优点。RabbitMQ简单架构如下：

图 2-3 RabbitMQ 框架图

RabbitMQ可以实现大数据的快速吞吐，数据暂存在 RabbitMQ 消息队列中，

通过发布/订阅模式到不同的客户端。数据再分为两个部分，B/S平台架构的提取

与存入数据库并行，保证了预警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3 系统硬件和部署方案
3.1 整机监测系统原理结构

GNSS形变监测通用架构图如图 3-1所示。主要由传感器子系统、数据传输

子系统、监控中心子系统和辅助支持子系统四大部分组成，完成边坡沉降位移监

测功能。在基准点架设高精度多接口接收机，利用千寻等手段得到精确的已知接

收机三维坐标，经过一段时间观测得到监测点坐标的三维形变量。根据得到的监

测点三维形变量，建立安全监测模型，实现高边坡安全监测工程区域变形的

BDS/GNSS高精度监测，分析形变规律和实现及时反馈。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38

图 3-1 GNSS 形变监测通用架构图

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优化架构图如 3-2所示。多源监测包括北斗/GNSS
接收机、雨量计、裂缝计、土壤水分计，多源监测数据传向微工控型基准站；微

工控机本地解算监测数据，并将实时解算形变结果数据通过 4G路由器回传至云

服务器；云服务器端实时预警，将形变曲线、异常变化量和预警级别，通过短信、

微信小程序、网页、声光等下发给灾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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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优化架构图

3.2 北斗多源监测一体机

3.2.1 监测站一体机

监测站一体机包括电源模块、监测站接收机、监测站接收机、天馈防雷器、

风扇等组成，如图 3-3所示。

图 3-3 监测站一体机硬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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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准站一体机

基准站一体机由 AC-220V 浪涌保护器、220V 转 12V 开关电源、工控机、

4G路由器、基准站接收机、天馈防雷器等构成，如图 3-4所示。

图 3-4 基准站一体机硬件部署

3.3 监测系统部署方案

依据监测区域以 1+N形式布网，即 1个基准站和 N个监测站，其中基准站

安装在稳固的基岩上。监测数据通 tcp协议向基准站传输数据，微型基准站进行

本地解算，只输出形变结果，大大提高了系统稳定性和适用性。如图 3-5所示。

图 3-5 北斗监测 1+N 布网方式

监测区域部署实景图选用 1+N布网方式，采用 4g模块通信等技术灵活组网

通信，并将北斗多源数据传输至微型基准站，如图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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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微工控机型本地 1+N 监测解算部署实景图

3.3.1 无线模块通信部署方案

无线模块整体部署由监测站一体机、4gDTU、基准站一体机和检测中心等组

成。在该方案中，由 4G DTU模块负责监测站和基准站之间的数据通信，监测站

和基准站之间的距离可达 RTK理论上的最远基线距离。

监测站与基准站各自接收卫星数据，并通过 DTU发送给服务器，通过服务

器上 tcp协议进行接收，通过实时解算软件解算出定位数据，并存入 RabbitMQ。
4g通信整体部署如图 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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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无线模块方案

3.3.2 无线网桥通信部署方案

无线网桥整体系统部署由监测站一体机、无线网桥、串转网模块，基准站一

体机和监测中心等组成。在该方案中，无线网桥完成监测站和基准站之间的数据

通信。无线网桥采用 5.8G频段，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树木遮挡对其影响可忽

略不计，而且传输距离远。该方案一般使用在基准站和监测站距离较远的地方，

或者使用在有一些树木遮挡的环境中，如图 3-8所示

图 3-8 无线网桥方案

3.4 数据接收与存储

3.4.1 数据接收

数据经过外部解算之后，会回传解算之后的位置数据以及传感器数据，数据

返回格式为：

站点编号,解算模式,东西基线,南北基线,高程,卫星数量,#

站点编号,解算模式,东西基线,南北基线,高程,卫星数量,#...#

图 3-9 数据回传格式

为接收数据并成功插入数据库中，编写了 rsd数据接收程序，本程序的主要

功能为：（1）从外场监测区获取解算结果；（2）对解算结果进行解译，并插入数

据库中；（3）监测各个外场站点的运行情况，并采用日志文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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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主函数结构图

程序分为 3个线程，数据接收线程 rsdthread，数据处理线程 dataprothread，
以及数据解码并插入数据库线程 insertData_data。在 insertData_data 中，将从工

控机中获取的数据进行解码，并生成事务性 SQL语言，插入数据库中。首先，

分别生成 ENU数据和辅助传感器数据的 INSERT SQL语句的语句头：

如 果 是 ENU 数 据 ， 则 数 据 头 为 “INSERT INTO geo_monitor_data
(id,data_id,data_mode,data_time,data_lng,data_lat,data_height,data_state,data_sat,dat
a_remark) VALUES”该语句头描述了 ENU数据包含有站点编号、数据解算模式、

GPS时间、北京时间、ENU 解算结果、数据状态、参与解算卫星数量、数据备

注等信息。

如果是辅助传感器数据，则数据头为 “INSERT INTO geo_device_data
(id,device_no,device_datatime,device_datatype,device_data) VALUES”该语句描述

了辅助传感器数据，包含有传感器编号、时间、设备类型、解算结果等信息。

3.4.2 数据存入 RabbitMQ

在数据事务性的插入数据库时，能够看到数据是一条一条的进行判断并进行

插入的，但是当监测点一旦过多时，外场数据以每秒百条的情况下插入数据库，

此时，MySQL数据库的读写能力稍显不足，并且对服务器的性能提出了很大的

负担。为了满足大数据的吞吐量，将外场数据解算之后，并不直接存入数据库中，

而是直接插入 RabbitMQ中，通过发布/订阅模式，提供给不同的客户服务端口。

本系统 RabbitMQ配置如图 3-11所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4

图 3-11 RabbitMQ 通讯信息

4 高精度监测解算和预警模型设计

4.1 RTK 高精度形变监测算法设计

4.1.1 RTK 定位算法

用户接收机 和基准站接收机b基于共视卫星 i的载波相位观测值 和

分别为

               1
,

i i i i i i i
r r r r r r rr I T f t t N            （1）

               1
,

i i i i i i i
b b b b b b br I T f t t N            （2）

          2 2 2
=i i i i

r r r rr x x y y z z     （3）

          2 2 2
=i i i i

b b b br x x y y y y     （4）

式中：为波长；f 为周期的倒数； 表示监测站所在位置信息量 ，

是监测站所在位置的星地伪距，此参数是未知信息； 表示基准站所在位置信

息量 ，是基准站所在位置的星地伪距，此参数是已知信息量； 和

是与电离层有关的相关系数； 和 是与对流层有关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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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载波相位双差示意图

如图 4-1，假设用户（监测站）的接收机为 ，基准站的接收机为 ，用户和

基准站的接收机卫星 和卫星 分别进行观测，其中这里将卫星 当作是参考卫星，

于是可以得到双差载波相位观测方程为：

       
, 1,2....ij ij ij ij

br br br brr N j      （5）

             =ij i j i j i j
br br br b r r br r r r r r r     （6）

             = +ij i j i j j j
br br br b r r bN N N N N N N    （7）

式（5）中， 表示所需测量的双差载波相位值； 表示双差整周模糊

度；由于在单个历元间相关参数较少，导致构建的法方程矩阵严重的秩亏。为解

决秩亏问题，拟采用联立双差伪距观测等式，消除等式秩亏影响。由于用户接收

机对卫星 的伪距观测等式可表示为：

  ,+j j j j j j
r r r r r rr c t t I T         （8）

根据用户 r和基准站b对卫星 和 j的伪距观测等式，进行站星间双差处理，

短基线情况下，可消除电离层延迟、卫星钟差等于距离相关性误差。建立伪距双

差观测等式如下：

（9）

假设参考卫星 1i  ，且基站和用户可用观测卫星有 N+1颗，则联立等式（5）
和（9），即可得到双差解算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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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12 12
,

13 13 13 13
,

1 1 1 1
,

12 12 12
,rb

13 13 13
,rb

1 1 1
,rb

...

...

br br br br

br br br br

N N N N
br br br br

rb rb

rb rb

N N N
rb rb

r N

r N

r N
r
r

r













  

  

  
 
 

 

   


  


   


 
  

  

（10）

在定位算法中，EKF解决了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s, LS）定位结果的粗糙

和杂乱的特性，它是一种降低，分离信号中所含噪声量的技术。由于方程组(10)
的是非线性方程组，而 EKF方法只对线性方程组降噪效果好，因此在采用 EKF
算法先将方程组（10）进行线性化。

方程组（10）可进一步转化为等式（11）;
 y h x （11）

 12 13 1 12 13 1... ...
TN N

rb rb rb rb rb rby       （12）

      TT Th x h x h x  （13）

 

 
 

 

12 1 2

13 1 3

1 1

...

rb rb rb

rb rb rb

N N
rb rb rb

r N N

r N N
h x

r N N









  
 
  

  
 
 

   

（14）

  12 13 1... N
rb rb rbh x r r r     （15）

1 2, , , ...
TN

r r r rb rb rbx x y z N N N    （16）

其中，双差测量噪声被省略了。对等式（11）线性化可得到：

y Hx （17）

  =
0

E Dh x
Ex

  
    
H （18）

1 1 0 ... 0
1 0 1 ... 0
... ... ... ...
1 0 0 0 1

D

 
  
 
  


（19）

     1 2 1 3 1= ...
TN

r r r r r rE e e e e e 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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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表示将模糊度单差转换成双差的矩阵； 表示所估计的状态矩阵，其中包

括 信息量和模糊度单差系数，但是在用户非静态运动的过程中，在对 进行构

建时会将三维的速度和加速度加入。

在载波相位差分定位中，当前位置参数信息是建立在前一位置信息参数的基

础上，如果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双差模糊度参数认为是连续的值，这时候说得到

的状态方程及预测值的方差阵为

1
ˆ

k k


X AX （21）

1
ˆ T

k k


 P AP A Q （22）

其中， 1
ˆ
kX 为 k-1 历元的状态后验估计矩阵，A为状态转移矩阵， k

X 为 k
历元的状态预测矩阵， 1

ˆ
kP 为 k-1历元的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 k

P 为先验估

计误差的协方差矩阵，Q为过程噪声向量的协方差矩阵。

由上可计算 EKF滤波后的参数

  1T T
k k k

  K P H HP H R （23）

 ˆ
k k k k ky   X X K HX （24）

 ˆ k k kp p I K H （25）

LAMBDA算法是一种经常用于快速固定整周模糊度的算法，可利用较少的

参数得到整周模糊度的最优值 。基于模糊度整形结果，由式(26)可得到三维坐

标固定解：

 1
ˆ ˆˆ

ˆˆ
rN NNr r   Q Q N N


（26）

进行精准定位最重要的是正确求解出模糊度的整数解。双差整周模糊度未知

参量是包含在方程组(5)中，若希望系统快速、高效的实现定位，就应该对方程

组(5)进行快速、有效的解算。

基于最小二乘模糊度去相关平差算法（Least-squares Ambiguity Decorrelation
Adjustment method,LAMBDA）和 LAMBDA优化算法（MLAMBDA）的整形模

糊度解算是为了得到双差载波相位的整形未知量。

忽略模糊度的整形特性，基于最小二乘思想，通过 EKF过程得到浮点解及

其方差协方差矩阵：

ˆˆ ˆ ˆ

ˆ ˆ ˆˆ

ˆ
ˆ

aa ab

ba bb

a Q Q
Q Q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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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双差整周模糊度参数向量， 表示相应的方差矩阵； 表示三

维坐标向量， 表示相应的方差矩阵；

由于双差模糊度元素之间具有高相关性，导致解算过程非常耗时，且得到的

整形解是不可靠的。基于 及 ，通过 Z变换去相关处理，可以提高模糊度矢

量元素的精度以及降低元素之间的高相关性。

假设存在降相关矩阵 Z，且满足： n nZ  ， det 1Z  。则，可得到如下

转化：

（28）

（29）

基于等式（5）和（6），可建立模糊度的搜索空间：

   1
ˆˆˆ ˆmin T
zzz

z z Q z z


 


（30）

在 LAMBDA方法中采用等式（7）的估计方式（最小二乘估计，ILS）是最

优的，得到的模糊度整形解的正确率是最大的。基于方差-协方差矩阵 ˆˆzzQ ，以 ẑ
为中心可建立 n维超椭球搜索空间：

     1 2
ˆˆˆ ˆ ,T n
zzF Z z z Q z z z     （31）

其中，常量值 2 通过椭球的搜索空间大小确定，当得到的整形格点 z使得

函数  F Z 达到最小值时，该格点值即为模糊度整形最优 ILS 解 z。

基于方差矩阵 ˆˆzzQ 的三角分解，将等式（31）进一步转化为：

（32）

由于矩阵D的对角线元素正是浮点模糊度参数的条件方差值，可进行如下表

示：

|

2
î Ii zd  （33）

假设 ，则可以推出 ，带入到等式（32）

中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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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将等式（34）展开可得到：

     2 2 2
1 1 2

1

... ...i i n n

i n

z z z z z z
d d d


  

    
  

（35）

则每个模糊度整形参数均满足等式（32），可以进一步得到每个模糊度整形

参数的界限范围：

（36）

   2 2

2 2

1 1

n n
j j j j

i i i i i
j i j ij j

z z z z
z d z z d

d d
 

   

            
   
   

 
 

  （37）



   2 2

2 2
1 1 1

2 2

n n
j j j j

i i
j jj j

z z z z
z d z z d

d d
 

 

            
   
   

 
 

  （38）

对于每个 iz 来说，公式（38）是在搜索过程中对应的一个区间。而在搜索过

程中搜索体积的大小由 2 的值来确定的。

为了提高模糊度的搜索速度，Tenuissen提出MLAMBDA算法，该算法改变

了模糊度搜索的过程，利用收缩法来达到减小搜索范围的目的。由等式（35）中

设置的搜索数 i，对 iz 的值进行顺序搜索，当  i iz z  ，则按照式（39）的搜索方

式进行处理：

（39）

否则，按以下的顺序进行搜索：

（40）

先取 为无穷大，假设需要 p个最佳最小二乘估计值，则搜索可得第一个整

数矢量为 。将 的第一个元素去次接近 的整数，

其他元素不变，得到 。依次类推，依次改变 ，使其等于第 i接近 的整数，

得到  iz 。这样得到了 p个整数矢量 ，且根据等式（35）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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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取 可以缩小椭球体的体积。

接着继续搜索新的整数矢量，返回搜索环 2，得到有效整数值 。继续搜索过程

直到在搜索环 1中找到新的整数矢量 ，将其替换原来满足 的 ，

这样再次缩小了椭球体的体积，取   2

1,2,..,
max i

i p
F z


 。

4.1.2 静态定位差分算法

静态定位过程中先验估计状态矩阵及其协方差矩阵更新为：

（41）

（42）

其中， 为 k-1 历元的三维位置估计值； 表示 k-1 历

元状态后验估计的协方差矩阵。

4.1.3 部分模糊度解算算法

基于解算初始化时间累加和卫星观测仰角的迭代，基于仰角迭代的部分模糊

度解算算法可实现模糊度固定子集的选择，使得得到的模糊度解能够满足 Ratio
检测。

该算法在解算初始时间段（例如 10-20 历元）内，基于 EKF过程进行迭代

运算，得到精度更高的浮点状态矩阵及协方差矩阵。并设置仰角限值序列

 1 2 nele e e e  ，序列值应呈递增状态。

基于浮点状态矩阵及协方差矩阵，根据迭代的次数 i选择仰角限值 ，去掉

仰角低于限值的卫星，因为更低仰角的卫星的残余误差较大影响模糊度固定。

采用 LAMBDA 方法解算两个模糊度度整形最优解，并进行 Ratio检测。如

果检测结果满足要求，则固定该模糊度解并更新浮点解。如果不满足，则返回步

骤2再次进行子集选择。如果采用仰角限值 ne 得到的模糊度子集仍不能满足Ratio
检测，则模糊度解算失败。

4.2 软件结构和数据模型

RTK滑坡监测软件架构采用三层线程设计，分别用于基准站 TCP连接及数

据播发、多源传感数据以及各监测站 TCP连接。多源数据经检测与归一化处理

后，进行预处理，将数据发送至云服务器数据库。云服务器端根据形变位移、雨

量、裂缝和土壤水量进行综合预警，并通过 TCP/IP下发预警信息至报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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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结构和数据模型如图 4-2。

图 4-2 软件结构和数据模型图

5 软件平台设计
5.1 形变监测 B/S 平台

1)开发平台

本软件采用 JAVA语言和MySQL数据库，并开发了其微信小程序版本。

2)软件架构

本软件功能分为数据提取、数据融合、数据解算，采用实时连续监测方式，

可得到连续的形变数据。B/S结构形式的浏览器可通过指定的 IP 及端口来远程

查看监测结果，并支持手机移动端、平板等多终端登录系统，快捷方便地查看监

测数据和设置报警信息。

3)模块功能

本软件具有智能监测功能、用户管理功能、监测站点管理功能以及监测站数

据处理功能。还具有手机短信报警、软件界面报警以及监控中心声光报警等报警

功能。软件主界面如图 5-1所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2

图 5-1 形变监测 B/S 平台主界面

当对监测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检测到发生了形变时，软件界面会自动产生报

警，并且本软件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及时地将报警短信发送到指定人员的手机上，

以便于可以及时安排当地人员安全有效地撤离。也会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下发预

警信息到监控中心启动声光报警。

4)监测效果

在采用高精度定位芯片和板卡以及改进 RTK算法，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定位

数据，平面精度±3.0mm，高程精度±5.0mm，完全满足高精度监测要求。形变监

测效果如图 5-2所示。

图 5-2 形变监测效果图

5.2 智能形变监测微信小程序

在本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上可以实时收到来自服务器的数据，了解各监测点的

信息以及预警情况。

1）用户登录

用户使用管理员所下发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微信小程序。用户登录界面如图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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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用户登录界面

2）微信小程序主页

用户登陆账户后，进入主页面，在这里可以查看该用户能查看的监测站的概

况。如图 5-4所示。在用户点击不同的监测站后，页面会显示该站点的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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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主页面

3）站点形变监测曲线页面

用户在选择监测站点后，进入形变监测页面。可以实时的看见该检测站点的

数据所形成的曲线。也可以选择时间后，进行查看具体的形变数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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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形变监测页面

4）预警日志页面

在主页选择监测站后，可以查看该站点的预警日志信息、该站点的通讯状态

以及该站点的累计形变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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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预警日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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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监测站通讯状态页面

图 5-8 累计形变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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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本系统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利用高精度形变监测解算软件、北斗监测一体机、

无线自组网、综合预警算法、人机交互、实时通信，实现了一种低成本、小型化、

高精度、低速率无线自组网、低功耗的一体机系统，水平监测精度能达到

2mm+0.5ppm，垂直精度 4mm+0.5ppm，能适用于各种场合。

本系统实现的功能有：多模融合解算、GNSS高精度定位、高精度高实时性

解算、综合预警、微信小程序或 PC人机交互，自动化监测等。本系统具有布设

灵活、安装便捷、功耗低、精度高、成本低、后期维护简单等优点，能有效提高

各种应用场合的综合监测效率，同时做到实时预警，提前防备。

本系统可兼容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如：BDS、GPS、GLONASS等，大大提

高了系统的兼容性；观测点不受通视条件的限制，工程效率高；采用数据服务器

进行本地解算，利用微信小程序和 PC进行实时人机交互。项目后期可通过改善

微信小程序与一体化监测基站，实现手机对监测基站各项安全参数的实时监测及

微型调控，达到对基站进行远程控制和管理的目的，提高基站运行的稳定性，减

少后期对基站的维护。

另外，本系统可兼容多种应用场合，适用于可在大坝、滑坡、矿区、桥梁等

各个工程形变监测领域。在大坝变形监测、滑坡监测等场所，可实现 24小时无

人值守的管理模式；实现安全信息全自动采集、传输；监测站可采用定时自报、

阈值加报和召测等多种工作模式；实现人工远程带反馈确认的工控置数。在矿区

形变监测、桥梁形变监测等场所，可实现智能安全预测，做到及时预警，在最大

程度上减少损失，实现实时动态监测。在监测点多变的应用场合，系统可实现自

动识别与校正，实现对监测站、基准站的随意调整与增减，无需进行二次开发，

灵活性大大提高。并且，依托团队的核心技术以及创新精神，迎合当前市场的形

变监测需求，本系统可做多方向的应用扩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和良好的发展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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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探空的北京冬奥赛区复杂山地气象特征调研与分

析

作者：林逸、蔡旭璋 、景翠雯、杨晓旻

指导教师：严家德、王成刚

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为提高北京冬奥赛事的气象服务和保障水平，本文利用北斗探空仪、

气象传感器等观测设备，在延庆及张家口冬奥赛场区域开展了复杂山地气象观测

试验，并综合加密观测资料，对赛场近地面的复杂山地气象特征进行了分析，可

为为科学安排东奥赛程排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受主导天气系统影响，延庆赛区

的天气变化滞后于张家口赛区约 9小时，及时掌握张家口赛区的天气动态有助于

更好地开展延庆赛区的气象保障服务。张家口赛区的大风（>10m/s）现象主要出

现在 14时以后，而延庆赛区的大风现象主要出现在日落前后的 17时以后。当北

京地区位于高压底部时，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气象环境相对较好，气象要素对赛

事影响较小；当赛区位于高压系统后部，低空易出现相对湿度大于 80%的现象，

这将有助于半山腰云的生成，从而导致能见度降低，对高山滑雪等赛事的开展造

成影响；云散复晴后，近地面风速会在短时间内增大，2000m以下高度甚至可能

出现风速达 20m/s的低空急流现象，将成为影响赛事进行的重要因素，需重点关

注。

【关键词】北斗探空；北京冬奥；复杂地形；气象保障

【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nd guarantee level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experiments on complex mountain terrain around Yanqing and Zhangjiakou Winter
Olympic Games area, observation equipment used included Beidou radiosonde and
meteorological sensor, etc. Combined with the intensive observation data, the
meteo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mountain areas near the ground were
analyz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arrangement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schedu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fected by the dominant synoptic system, the
weather change of Yanqing competition area lags behind that of Zhangjiakou
competition area for about 9 hours, and timely mastering the weather dynamics of
Zhangjiakou competition area is helpful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service of Yanqing competition area. The strong wind (> 10 m/s) in Zhangjiakou area
mainly appears after 14 o'clock, while in Yanqing area mainly appears after 17 o'clock
around sunset. When Beijing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high pressure, the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f Yanqing and Zhangjiakou is relatively good, and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event; when the competition area is
located at the back of the high pressure system, the relative humidity is more than
80% at low altitude, which will help to generate the mid-mountain clouds, thus
reducing the visibility and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pine skiing and other events;
After the clouds disperse and clear up, the wind speed near the ground will increase in
a short time, and the phenomenon of low-level jet with wind speed up to 20 m/s may
even appear at the height below 2000 m, which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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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ing the race and need to be focused on.

【Key words】Beidou radiosonde; Beijing Olympic； complex terrain；
meteorological support

引言

2022年，第 24届北京冬奥会将由北京市与张家口市联合举办（中国体育报，

2016）。本届冬奥会赛事共设 2个大类、15个大项、98个小项，计划使用 25个
场馆（包括 12个竞赛场馆、3个训练场馆、3个奥运村、3个颁奖广场、3个媒

体中心、1个开（闭）幕场馆）。 考虑到赛场气象条件是决定冬奥会举办成功与

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徐庆喆，2017），滑雪场的建设需要考虑各种气候因子包括

积雪、水资源和其他气象灾害的影响（许启慧等，2014），北京市延庆县负责承

办所有冰上项目和少部分雪上项目。其余如越野滑雪、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半

管赛）、单板滑雪（越野赛、平行大曲道）等项目则由河北省张家口市场馆区承

办。早在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和北京赛区时，

就对有序做好赛会运行保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北京冬奥会千头万绪，首先要按

照科学先进的理念搞好规划，要有正确的理念，配以恰当的举措、树立科学和先

进的规划理念，路就选对了，道路对了就不怕遥远。当前一切规划和建设任务都

要聚焦和服务于办好北京冬奥会这个中心任务”，并强调“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

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

的重要契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而冬奥会所有工作能

否顺利开展落实的关键，就是气象工作提供的及时有效的服务保障。北京延庆、

河北张家口地区冬季气象条件复杂，且冬奥会雪上运动项目及许多户外冰雪运动

均在山区开展，迫切需要准确的气象要素监测信息和专业的气象条件分析。针对

冬奥会期间可能发生的极端低温、山地少雪干旱、过暖融雪、积冰、冻雨、雾霾、

大风和沙尘暴等各种不利气象条件，为了使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就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冬奥会和各种冰雪运动期间的气象风险及防

控措施，为组委会和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撑（刘雅鸣，2017）。

北京地区冬季寒冷干燥漫长。隆冬 1月份平原地区平均温为-4℃以下，山区

低于-8℃，极端最低气温平原为-27.4℃。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2％，每天平均

日照在 6小时以上。张家口与延庆赛区附近地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复杂的地

形地貌令冬奥会赛场地面附近的气象要素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做好赛区气

象工作，圆满完成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的任务，就能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我国国际形象、振奋民族精神。

1 数据与方法
1.1 观测站点与数据

本次观测的两个站点分别为延庆站（海拔 928m）和张家口站（海拔 1068m），

图 1为观测站点周边地形图，其中延庆站位于山谷西大庄科村东北方向的高地上，

张家口站位于龙关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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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观测站点周边地形

此次边界层加密观测使用小球探空方式，携带仪器采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

气物理学院自主研发的新型大气边界层探空系统（简称 GPS-BL探空系统），包

括 GPS系统模块、温湿传感器、气压传感器以及数据处理模块等，仪器详见表

2.1。北斗定位系统具有定位快速、精确等优势，因此 GPS系统模块利用北斗定

位系统获取经度、纬度以及高度数据。此外利用 GPS测风技术可以获取风场数

据，通过温湿传感器以及气压传感器能够分别获取温度、湿度以及气压数据。加

密探空观测为 2018年 1月 22日 20时至 29日 14时，每日探空资料有 8个时次，

分别为 02、05、08、11、14、17、20、23时。其他数据有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历

史天气图资料及卫星云图资料，获取网址分别为 http://data.cma.cn 及

https://worldview.earthdata.nasa.gov/。

表 1 新型大气边界层探空系统仪器

GPS-BL探空系统

地面 探空

接收器 天线

气球 探空仪 降落伞

温湿模块、气压模块、GPS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无线电传模块、

电源模块

1.2 外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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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探空系统示意

图 3 释放探空气球

1.3 KZ 滤波方法

气象数据能够适当地通过过滤而被技术分解（Rao et al, 1994）。本研究的滤

波手段采用 R软件中的 kza程序包实现的低通滤波（Meghan et al，1998）。根据

公式（1）决定有效滤波窗口，当滑动窗口长度 m与滤波迭代次数 p均取 4时，

可以将波长 N小于 8的高频波滤除。由于观测数据为每日 8个时次，则可以将

原始数据中由于昼夜变化引起的气象要素波动滤除(张洁琼等，20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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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主要天气系统

如图 4，1月 22日至 24日北京主要位于高压前部，等压线较密集，风速较

大，且气压随着高压临近而不断增大。25、26 日，高压中心位于华北北部，北

京地区处于高压底部的弱气压场影响下，等压线稀疏。27日北京地区已经位于

高压中心的后部，等压线较最初阶段的高压前部天气型控制时更为稀疏。云量变

化见图 5，能够看到 25日北京上空较为晴朗，26日北京上空云量开始增多，至

27日基本被云层覆盖，28日再度转晴。

图 4 天气过程示意图

（a）、（b）、（c）图分别为 24 日 08 时、25 日 14 时、27 日 08 时的海平面气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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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云量变化示意图

（a）、（b）、（c）、（d）图分别为 25 日、26 日、27 日、28 日的卫星云图

2.2 地面气象特征

本研究利用KZ滤波方法对地面上空20m高度处气象要素在观测期间内的时

间序列进行分解，得到滤除气象要素昼夜变化波动的滤波结果，如图 6。可以看

到 24日以后张家口站与延庆站的近地面气压有增长的趋势，且在 25日达到峰值

后下降，同时能够观察到 24日后两地近地面风速迅速降低，约在 26日跌至谷底

后重新上升，而气温在观测期间整体上升，其间在 25日有出现下降态势。这与

观测时段内高压临近并于 26日到达两地北侧后远离的天气过程高度相符。并且

分别用红蓝色虚线标示气象要素变化趋势改变的特征时间点后，可以看到在本次

高压先临近再远离的过程中，张家口赛区处气象要素对天气系统的反映大致领先

延庆赛区 3个观测时次（约 9h）。经过计算，张家口站空气温度、地面气压、相

对湿度与低空风速的滤波数据与延庆站 9 小时候相同气象要素的滤波数据皮尔

逊相关系数分别高达 0.98、0.81、0.94与 0.94(均通过显著性水平 p<0.01检验)，
可见在本次天气过程中，张家口站处的地面气象特征与延庆站 9小时候的气象特

征呈现显著的高度正相关。这是由于张家口站点的位置处于延庆站点的西北方直

线距离约三十多公里处，处于延庆站点的上游位置，故能先一步对来自西北方向

的高压系统作出反应。高压系统是北京地区冬季最常见的主要天气系统，在冬季

高压系统的主要移动路径中，张家口站点能够常处于延庆地区的上游位置，因此

张家口地区的天气变化能为延庆地区一定时间后的气象状况提供参考，而张家口

赛区处气象要素变化具体领先的时差则需要根据天气的系统移动速度与其移动

方向与连接两地位置直线的夹角大小计算。以一般冬季常见的临近当地的高压系

统来估算，张家口赛区的气象状况变化能大致领先延庆赛区数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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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经过 KZ 滤波处理后的气象要素时间序列

其次通过统计原始数据与滤波结果的差值，本研究得到了两地气象要素的日

变化统计特征，见图 7。比较同类气象要素间的变化幅度后发现，各气象要素在

昼夜交替影响下的变化幅度比由于天气系统引起的变化幅度在短期内略大，说明

昼夜交替对两地气象要素变化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亚于一次天气过程。并且由于昼

夜交替的波动周期短于一次天气过程，因此其变化显得更为剧烈。故为了服务于

冬季奥运会的气象保障，有必要对赛事场地气象要素的昼夜变化趋势进行探讨。

从图 7中可以看到两地在每日的 11-20时温度均呈上升趋势，这与日间的辐射升

温机制相符；同时延庆站温度日变化的起伏较张家口处更大，这使得延庆赛区在

东奥期间可能会有更大的昼夜温差。另外相对湿度与赛场观众的体感舒适度息息

相关，甚至能够影响选手的比赛状态。本文发现两地的相对湿度在均呈现夜间上

升昼间下降的趋势，同时张家口赛区处相对湿度的日变化较小，延庆赛区处的相

对湿度的日变化变化幅度则较大，因此延庆赛区应更为注意赛事期间的昼夜温湿

度差距。与比赛关系密切的近地面风速方面，张家口赛区的风速在夜间较易保持

稳定，约在日出时分会有较明显的减弱，大致在午间 14时左右更易出现风速的

大幅上升；而延庆站点风速增减幅度则较小，在午后持续增长，约在钱时（日落

左右）有风速增速的极大值，且在入夜以后凌晨以前仍较易保持大风状态。故张

家口赛区更应当注意午后风速的提升，而延庆赛区则更该关注日落时分出现的大

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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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两地气象要素在各时次的变化特征

2.3 高空气象特征

2.3.1 延庆站

图 8 为 25 日小球加密探空得到的温度（a1-a4）、相对湿度（b1-b4）、风速

（c1-c4）、风向（d1-d4）廓线。在 2000 m以下，从 05时-23时温度均随高度呈

减小趋势，相对湿度则随高度而增加（23 时为 1800 m以下），风速均明显小于

10 m/s；而风向在 2000 m以下较为复杂，05时风向为东偏南，11时-17时在 1500
m 处由偏北风切变为东南风，23 时风向随高度由东风顺时针旋转为南风。在

2000-2700 m左右，从 05时-17时均有一个明显的逆温层结构，对应高度呈现逆

温状态，同时存在一个较大的风速差切变，风向基本持续为东南风。由图 5（a）
中MODIS AQUA卫星影像图可以看到，北京及北部山区地方上空均为晴空。由

于高山滑雪项目女子滑降线路高度差为 450-800 m，男子为 800-1100 m，本文重

点关注海拔 2000 m以下的气象要素垂直分布。通过分析 25日卫星图及加密探空

廓线得出，该日晴空，能见度好，2000 m以下风速较小，有利于高山滑雪项目

的进行。尽管白天存在风向的转变，但由于风速小于 10 m/s，并不会对赛事造成

太大影响。

图 8 延庆站 25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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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为 26 日小球加密探空得到的温度（a1-a4）、相对湿度（b1-b4）、风速

（c1-c4）、风向（d1-d4）廓线。在 1500 m以下，从 05时-23时温度均随高度而

减小；1500-1800 m左右，四个时次均出现一层较弱的悬空逆温；其上至 2700 m
温度随高度减小或变化不大。在 1500 m以下，相对湿度则随高度而增加或基本

不变；1500-2400 m，从 05时-08时呈现为逆温状态，17时相对湿度则随高度有

较大的增加，23时表现为先增后减趋势；2400 m以上，05-08时相对湿度增长迅

速至近饱和状态，23时则有一个先增后减趋势。在 1500 m以下，四个时次风速

均约为 1-3 m/s；05时在 1500-1900 m左右风速随高度先增后减，其上整体呈增

长趋势；08时在 1500-2200 m有一个低空急流结构，其上风速随高度增加；17-23
时在 1500 m以上风速均随高度增加。在 1500 m以下，由于风速小，四个时次风

向均表现为较为凌乱现象；1500 m以上均为东南风或偏南风。由图 5(b) MODIS
AQUA 卫星影像图可以看到，北京中部及南部上空出现中高层云，在高空偏南

风的盛行下即将触及北部山区。通过分析 26日卫星图及加密探空廓线得出，该

日局地多云，近地面小风条件有利于多种赛事项目的举行；白天 1500-2000 m存

在一个较大的风速增大过程可能对高山滑雪比赛有微小影响。尽管该日出现相对

湿度近饱和情况，但由于出现高度大于 2000 m，对赛道场地能见度影响并不大。

图 9 延庆站 26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图 10为 27日小球加密探空得到的温度（a1-a4）、相对湿度（b1-b4）、风速

（c1-c4）、风向（d1-d4）廓线。可以明显看出，悬空逆温高度相较于前一日有所

降低，约为 1200-1500 m。相对湿度从 1500 m开始急剧增加，至 2000 m左右达

到近饱和，近饱和高度也低于前一日高度。在 1500 m以下风速以小风为主，在

1500-1800 m左右有一个风速增大切变，至 2000 m风速仍小于 8 m/s。1500 m以

下风向仍较为杂乱，其上以东风或东南风为主。由图 5(c) MODIS AQUA 卫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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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可以看到，北京及北部山区被云层覆盖，结合廓线图相对湿度近饱和的高度

分析，云层为半山腰云及中高层云。Mo et al（2014）观测和研究了半山腰云及

其对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影响，指出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爬坡

上升气流与悬空逆温相互作用在惠斯勒产生一种称为“哈维云”的局部现象，即

半山腰云。半山腰云的出现将造成能见度降低情况，会对冬奥室外项目的顺利进

行造成较为严重的干扰，甚至导致赛事的终止或取消（李炬等，2020）。此外，

该日低层大气的小风条件不利于赛场区域范围内的云短时快速消散，这将对赛事

的按时或如期举行产生严重影响。可以注意到，26日北京中部及南部已有中高

层云产生，高空盛行偏南风，且 2000 m以上相对湿度开始出现急剧增加至近饱

和的现象，到 27日这一现象降低为 1500 m，说明 26日高空盛行风向及 2000 m
以上出现的相对湿度急剧增加至近饱和情况，对 27日半山腰云的出现有一定的

预警预示作用。

图 10 延庆站 27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图 11为 28日小球加密探空得到的温度（a1-a4）、相对湿度（b1-b4）、风速

（c1-c4）、风向（d1-d4）廓线。在 2000 m以下，温度随高度升高而迅速降低（08
时为 1500 m以下）；其上有一层悬空逆温。相对湿度在 2000 m以下则随高度而

增加，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40%；其上与悬空逆温对应高度有一层逆湿。近地面

风速较大，约为 10 m/s；其上至 2000 m风速出现波动，且有低空急流现象，17
时最大风速达 20 m/s。整层风向较为一致，为东南风。由图 5(d) MODIS AQUA
卫星影像图可以看到，北京及北部山区地方上空均为晴空，在高空偏南风的盛行

下即将触及北部山区。通过分析 28日卫星云图及加密探空廓线得出，前一日（27
日）云已消散，该日复晴，2000 m以下相对湿度较小，能见度好，但近地面大

风条件及 2000 m以下出现的低空急流现象将会对各项赛事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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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延庆站 28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2.3.2 张家口站

图 12-15是 2018年 1月 25~28日 02时-20时的 T（a1-a4）、RH（b1-b4）、

WS（c1-c4）、WD（d1-d4）廓线。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张家口赛区主要有跳台

滑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项目，项目要求见表 2。这些赛事活

动范围一般为地面向上至 200m，因此本文重点关注 1.3km以下气象要素的变化。

表 2 新型大气边界层探空系统仪器

项目 温度要求 风速要求

跳台滑雪 >-25℃ 瞬时WS<1m/s
越野滑雪 >-20℃ 5分钟平均WS<10m/s
单板滑雪 >-18℃ 1分钟平均WS<10m/s

自由式滑雪 1分钟平均WS<3m/s

可以看出，25~26日观测时次中温度在08时低于-20℃，其他时次均高于-20℃；

地面向上至 1.3km之间风速基本均低于 5m/s；25日风向以偏东风为主，26日 02、
08时风向以西南风为主，14、20时以偏南风为主。27日观测时次中温度基本均

高于-18℃；风速基本低于 5m/s，其中 20时略高约 6.5m/s；风向以偏北风为主，

其中 14时为偏南风。28日观测时次中温度较前几日低，除 14、20时其余时次

温度均低于-20℃；风速较前几日高，其中 14时与 20时在 1.3km以下风速最大

值分别达到 12m/s、15m/s；风向在 02、20 时为偏北风，08 时为西南风，14时
为偏西风。相对湿度的日变化在观测期间相似，可以看出 25~28日的 02时与 20
时在 40%-50%之间变化；08时自地面向上不断减小，在 40%-60%之间变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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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基本维持在 40%；14时自地面向上不断增加，在 20%-45%之间变化。

研究表明，人体感到最舒适的相对湿度在 40%~65%之间，当相对湿度低于

45%时，人的鼻部、肺部等器官会出现不适。因此综合前文，为了最大程度的减

小气象因素如温度、风速、相对湿度的影响，赛事的时间安排尤为重要。总体来

说，当北京地区位于高压底部及向高压后部转变期间更加适合安排对风速及温度

要求较高的项目；午后由于相对湿度低于人体适宜范围，为保证运动员的比赛状

态，可对赛程适当调整或进行人工加湿等措施。

图 12 张家口站 25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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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张家口站 26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图 14 张家口站 27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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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张家口站 26 日 T(a1-a4)、RH(b1-b4)、WS(c1-c4)、WD(d1-d4)廓线

2.4 影响与对策

2.4.1 强化赛区的气象要素监测

不同于一般赛事，冬奥会需要特殊的冰雪环境，因此其赛场建设、设备维护、

运动员的状态水平、比赛项目的安排等都要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如高山滑雪就

需要实时了解风在各个高度的分布特征、赛道上的雪温、光照等。同时由于赛场

附近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对于赛事期间赛场地区的气象状况预测有相当的挑战性。

而从本次研究上看，详尽的观测数据能够更好地表现出对比赛场地有相对影响的

周围环境气象条件以及各种可能有影响的微气象条件。因此，为了冬奥会能顺利

进行，迫切需要全面强化对比赛场地气象要素的监测。

2.4.2 合理利用上游地区的天气状况预示作用

从对观测数据的滤波发现，处于天气系统上游地区的气象要素变化状况能对

下游地区的天气状况起到指示作用。而其领先的时间需要根据天气的系统移动速

度与其移动方向与连接两地位置直线的夹角大小计算。天气系统的移动速度与其

的强度有关，天气系统的移动方向与其主导风向有关。故应当加强天气系统上游

地区的气象要素监测，以在冬奥会进行前积累对不同天气系统下上游地区指示作

用的应用经验，及在赛事期间能够对赛场地区的天气状况变化提供准确、及时的

预测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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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总结赛区气象要素日变化特征

从本次观测数据中可以看出，对于两处比赛场地气象要素在短期内的变化，

由昼夜变化引起的气象状况改变与天气系统带来的变化都十分重要。因此在加密

赛场当地气象要素监测的基础上，重视对气象要素变化信息的积累及分析，过滤、

总结出当地气象要素的昼夜变化趋势，再与天气系统带来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加

以结合，便能够使当地气象状况预报更加准确与高效，也能根据赛场气象要素的

昼夜变化特征为赛程时间安排与赛事服务准备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2.4.4 总结赛区在各类天气系统下的气象特征

在对本次的观测结果进行一定分析后发现，在不同天气系统控制下，如本文

中赛区位于高压的不同位置时，地面与高空气象要素的变化足以影响比赛进行，

因此要不断总结历史天气系统及对应的气象要素变化情况，归纳统计不同类型天

气系统系统的变化特征，以提高预报准确性及时性，更有准备的应对不利条件。

2.4.5 根据气象特征合理安排赛程

分析结果表明，当赛区位于高压底部时，高空由于相对湿度的增大易出现半

山腰云而导致能见度降低，可尽量减少如高山滑雪等对能见度要求高的赛事；当

赛区由高压底部向高压前部转变后，低层和高空的风速均明显增加，此时应减少

如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对风速要求高的赛事；早晨由于温度较低，应减少如单

板滑雪等对温度要求较高的赛事。因此需要注意在不同气象特征下合理安排赛事。

2.4.6 提前应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状况

借鉴前几届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经验，比如韩国气象厅为 2018年平昌冬奥

会研发的“智能天气服务（Smart Weather Service）”系统等。通过建设多功能智

慧气象预报系统、完善各项比赛所需的气象条件预报业务体系，搭建短时临近预

警预报信息，合理利用对高质量气象要素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总结较为可能出

现的各种恶劣天气状况，提前准备对应措施，全面提升冬奥会各赛区不同赛时人

工作业的保障能力，使得冬奥会有条不紊的圆满举行。

3 结论

本文利用北斗探空数据，对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赛区复杂山地气象特征

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地面数据上看，张家口站可以为延庆站提供数小时后的气象状况参考，

当高压系统从北部掠过时，张家口站点由于天气系统引起的地面气象要素的变化

状况领先延庆站点约 9小时。且张家口站在每日午后风速增长最快，平均每个时

次增加超过 3m/s；而延庆站在日落时风速增长最快，平均每个时次增长接近 2m/s。

2）从垂直数据上看，当北京地区位于高压前部时，两个观测站点的风速均

明显增大，延庆站在 2km以下多次出现低空急流现象，17时最大风速达 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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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站在 14时与 20时在 1.3km高度以下风速最大值分别达到 12m/s、15m/s，
超过赛事所要求的最高风速值。而当北京地区位于高压后部时，观测站点处一千

米以下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易增大至近饱和，甚至出现半山腰云而令能见度降低至

高山滑雪等赛事的视野要求（2km）以下。

3）从观测效果上看，气象要素监测与数据分析工作能够对冬奥会赛场地区

的气象条件作出较为准确且及时的判断。提前对冬奥会赛场地区的气象要素监测

也能科学合理地总结归纳出当地的气象条件特征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变化趋势。故

合理强化气象要素的检测与分析工作将有利于冬奥会的赛前筹备安排与赛事期

间的气象保障工作。

由于观测时条件受限，部分时次的观测未能顺利开展，未能对赛区开展全面

的气象特征分析。同时受观测设备所限，尚无法对半山腰云的生消机理做更详细

的分析与研究。本团队将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以更好地服务于 2022年北京

冬奥气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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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芝由于其独特的地貌和水文气候，成为洪涝、泥石流、滑坡等

灾害高发地，造成人员、牲畜伤亡以及房屋、公路冲毁等重大损失，严重威胁本

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制约了其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降低地质灾害给本地社会经济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破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从林芝市地质灾害的实际问题出发，结合现有研究基础，提出基于北斗的林芝

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系统基于 B/S架构，是以数据采集、监测预警、地灾

预报预警、应急指挥、预警发布及群测群防支持子系统组成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首先，通过 Logistic回归得到易发性背景值，再确定易发性背景值与降雨

条件之间的权重，构建林芝市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其次，基于北斗载波相位

差分算法建立灾情自动判别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同一点位不同时刻的多组精准三

维坐标信息，判断其是否发生微小位移，根据位移是否超过模型预设的阈值判别

是否发生灾情。再基于 BDS的导航、短报文功能和通信技术，实现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监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信息的实效性及真实性。本系统的实现能有效

地监测并预报地质灾害发生，对地质灾害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起到防灾救灾的

作用。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地质灾害，位移监测，群测群防，气象预

警

【Abstract】：Due to its unique geomorphology and hydrological climate, Linzhi
has become a place with high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mud-rock flows
and landslides, which have caused casualties of people and livestock as well as heavy
losses of houses and roads washed away,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life safety of local
residents and restricting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the meteorological warning and forecast system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Linzhi to reduce the damage caused by geological disasters to the local
society,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Linzhi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und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eorological early warning and forecast system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Linzhi based on Beidou. Based on B/S framework, the system is a geological disaster
meteorological early warning and forecast system composed of data acquisitio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ground disaster forecast and early warning, emergency
command, early warning release and group testing and prevention support subsystem.
Firstly, the background value of vulnerability was obtain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n the weight between the background value of vulnerability and rainfall
conditions was determined to build a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mode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Linzhi. Secondly, based on the Beidou carrier phase difference algorithm,
an automatic disaster discrimin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multiple groups of accurate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 information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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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point and different moments, it was determined whether the micro-displacement
occurred, and whether the displacement exceeded the preset threshold value of the
model was determined whether the disaster occurred.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hort message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group survey and prevention monitoring can be realized, which ensur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and forecast the occurrenc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play a role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for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n
geological disaster areas.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technology, geological disasters,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group measurement and mass prevention,
meteorological early warning

1 项目背景
1.1 背景及意义

林芝市位于西藏东南部，海拔平均 3000米左右，是世界陆地垂直地貌落差

最大的地带，由于其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导致林芝市地质灾害频发，给林芝

市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构建高效准确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服务迫在眉

睫。目前，地质灾害服务系统大都是以雷达观测资料为主，多在决策服务系统上

对气象预报准确性方面做文章，区域预报和服务对象等方面考虑较少，对于建立

区域地质灾害致灾模型来实现小范围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则更为匮乏，时效性也

较低。近年来，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定位精度为分米、

厘米级别，北斗三号实现了导航定位与通信和增强服务的融合设计, 在导航定位

之外还提供了星基增强、精密定位信息播发、区域短报文通信、全球短报文通信

和国际搜救共 6类服务[1]。北斗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能，可对地质灾害

进行实时监测，在灾前预警监测方面，北斗对山体位移等进行 24小时实时监测，

可通过形变值智能评估其安全状况，并对可能的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进行预警。

在灾害处置与救援过程中，特别是通信线路中断的情况下，北斗能够助力开展搜

救工作，精准定位遇险地点，并通过北斗用户终端，向指挥中心发回灾情信息。

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过程中，用户可利用群测群防 app 并基于 BDS技术进行发

灾位置确定和现场图片上报，再借助 4G或 5G网络，将采集的灾害数据传输至

平台，管理员通过对灾害数据的审核与分析，将审核后的灾害信息向公众推送。

随着北斗卫星快速组网的实现，利用 BDS实现对地质隐患监测点全天候、高精

度位移监测，并与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相结合，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实

现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该方式在地质灾害的监测和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山区环境灾害的调查以及防灾减灾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基于 BDS
实现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对防灾减灾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林芝市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和位移监测模型的研究，完成对

该区地质灾害研究与气象预报的各指标完善及模型建立，针对林芝市建立一套较

为完整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并利用 GIS技术将其整合为一个可视化系统平

台，提供防灾减灾预报及群防群测等功能服务，为相关政务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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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 3S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灾害预测预报提供了信

息化的技术与方法，这些技术与方法在灾害监测、灾情传输、灾情预警等方面有

重要作用。在国外，Zipf等针对传统 GIS系统在洪涝灾害预测预防中的弊端，提

出了移动网络 GIS，阐述了移动网络 GIS在洪水预测预警中的应用前景[2]；意大

利的Martinelli等利用WebGIS 技术建立地震灾害信息系统，实现了地震灾害信

息发布、公众浏览地震灾害信息、地震灾害敏感性和危险性评价、地震灾害分析

等功能[3]。在中国，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 GIS技术同样被应用到了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气象灾害等众多领域的灾害预测预报。张像源采用最

新.NET技术并通过 Internet建立了滑坡灾害网上实时发布系统[4]；刘洪江等依托

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城市泥石流数字减灾WebGIS系统的研究与设计，实

现了泥石流数字防灾减灾功能[5]。杨宏堂等将 BP神经网络与 GIS 空间分析技术

相结合并应用于地质灾害领域研究, 搭建了集灾害易发性、危险性分区统计, 危
险区划评价, 预警分析模型生成等功能于一体的预警分析系统[6]。

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需要一种可以进行连续观测的手段以获得地质现象及环

境的动态信息。若采用传统人员巡视的方法监测，则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

实施可靠程度难以保证。针对这一情况，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北斗监测设

备，开发出一套低成本、高精度的地面位移实时监测系统。基于现代传感器技术

和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地质灾害的实时监测，支撑供电公司设备运维人员及时

准确地实施灾害预防及救援措施。刘汝涛结合 BDS 与无线传感网络测量技术对

泥石流监测系统进行了设计，能够实现基于 BP神经网络构建的预警模块的灾害

评估[7]。王俊铭等针对滑坡等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难，传统的灾害监测方法自动化

程度低、灾害预警不及时等问题，设计了基于北斗的地质灾害监测系统[8]。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技术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灾害防治方法，有关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信息化的工作，国内的部分学者做过初步的研究。孙仁先等拟构建

以WebGIS技术为手段的省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网络平台，认为群测群防体系是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中的一个辅助体系，把群测群防信息化的工作纳入到网络

平台的建设当中[9]。王小平等探讨基于WebGIS 技术开展省级地质灾害防治管理

信息化建设方案，群测群防体系的信息化工作作为整体建设方案的一部分，并对

信息化的基本框架、网络体系框架、软件体系框架、功能体系框架进行了详细设

计[10]。刘天财等依托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的建设成果，利用 InSAR、WebGIS、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设计开发地质灾害监管系统，实现地质灾害监管的技术与防

灾减灾机制体制的融合，形成 “群测群防”信息化工作体系[11]。

1.3 研究内容

（1）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研究

对各致灾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筛选出相关性较高的因子，再基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信息量法建立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模型，并进行精度验证。

（2）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研究

分析降水量与地质灾害发生的关系、降水诱发地质灾害发生的作用机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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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发生时的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将地质灾害是否发生与地质灾害易发性

H值和降水诱发地质灾害发生概率 Y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地质灾害易发性

区划的分布状况以及灾害点在该区划上的分布，同时分析了地质灾害与降水诱发

灾害概率的关系。

（3）基于北斗的地质灾害位移监测

基于北斗载波相位差分算法建立灾情自动判别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同一点位

不同时刻的多组精准三维坐标信息，得到该点的形变量，进而用于判断其是否发

生微小位移，根据位移是否超过模型预设的阈值判别是否发生灾情。

（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实现

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和北斗位移监测模型，预报短期时间尺度林芝市

地质灾害发生概率。以轻量可视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平台为基础，构建基于

BDS 的集灾害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及预警、数据展现于一体的防灾

减灾平台。再根据易发性区划模型选取重点管控区域，分别完成监测点的安装部

署，实现地表位移、视频图像等信息的实时在线监测及预警，提供防灾减灾的辅

助决策。

1.4 技术路线

（1）将收集到得地理信息数据、属性数据、气象数据、水文数据经过预处

理后放入数据库中；

（2）通过统计法、模型法等将数据库中得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易

发性背景值和降雨诱发灾害概率值，再将二者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地质灾

害气象预报模型，最后对模型精度进行检验；

（3）根据北斗位移监测装置，获得监测点的形变数据，进而判断位移是否

超过模型预设的阈值判别是否发生灾情。

（4）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预报和位移监测模型构建基于北斗的林芝市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监测预警、预报预警、预警发布、应急指挥、

群测群防模块。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81

图 1-1 技术路线图

2 研究区概况

林芝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属高山峡谷区，山高谷深，土质基本为沙壤结

构。年降水总量 400~220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 650毫米左右，全地区气候日照

偏少，长冬无夏，温度变化小；雨季长，降水多；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立体气候

明显。到 2019年，通过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于 1000
处，而主要与降水诱发有关的地质灾害占全市各类地质灾害总数的 80%，几乎每

年都要发生几十次不同程度、规模的地质灾害，造成人员、牲畜伤亡以及房屋、

冲毁等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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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林芝市行政区划图

3 研究方法和相关技术
3.1 Logistic 回归模型

Logistic回归是一种基于统计学和确定性模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12]，在解决

地质灾害问题中，具有计算方法简单、能自动筛选影响因子等优点。考虑到降水

因子为非连续变量，本研究使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13]。

假设 P为某区域内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值，则 1-P为不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

值。对 P/（1-P）取自然对数，记为 LogitP，设致灾因子指标值（Xn）为自变量，

以地质灾害是否发生为因变量，则 Logistic回归方程可表示为[14]：

1 1 2 2ln * * ... *
1

n n
p A B X B X B X
p
    


（3-1）

式中，B1，B2，...，Bn为各致灾因子对应的 Logistic回归系数。

变换（3-1）式可得：

1 1 2 2

1 1 2 2

( * * ... * )
1 ( * * ... * )

n n

n n

EXP A B X B X B Xp
EXP A B X B X B X

   


    
（3-2）

利用（3-2）式可建立易发性区划评价模型。

3.2 单因子信息量模型

由于各致灾因子有不同的数据类型和数据量级，无法直接对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以，在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各致灾因子进行异质数

据同化。信息量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定量统计方法，2001年信息量法

被用于地质灾害易发性分级中，本研究即采用信息量法用于 Logistic回归模型的

异质数据同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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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法的主要思路为：根据历史地质灾害点数据，对每个致灾因子进行分

级，将各致灾因子的实测数据转化为反映该区域致灾因子等级的信息量值，通过

信息量的大小来评判各因子与研究对象的密切程度。

对于单一评价因素的信息量 i，如（3-3）式所示：

2
/i log
/

i

i

N N
S S

 （3-3）

（3-3）式中：S为研究区内的评价单元总数；N为研究区含有灾害分布的单

元总数；Si为研究区内含有评价因素 Xi的单元数；Ni为分布在因素 Xi内特定

类别内的地质灾害单元数。

3.3 云平台 GIS 数据服务

从底层研发了 C/S版本的 GIS 组件，并基于该组件构建了云平台 GIS 数据

服务。云平台 GIS数据服务基于 GDAL开源库编写。在系统中，云平台 GIS 数

据服务主要包括WMS服务、WMTS服务、WFS服务。栅格图层以WMS服务

或WMTS服务提供，矢量图层以WFS方式提供。

（1）WFS服务

自主研发的WFS服务支持在在服务器上部署矢量点、线、面数据，并采用

便捷的数据发布机制，将相关矢量数据直接拷贝至服务器目录后即可在网页端访

问。

（2）WMS服务和WMTS服务

WMS服务全称为网络地图服务。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地形、预

警专题图均采用该服务方式发布。

WMTS服务全称为网络地图瓦片服务。系统的遥感瓦片采用该服务方式发

布。

3.4 WebGIS 富客户端技术

项目组从底层基于 JS开发了WebGIS 组件，该组件具备空间数据展示、图

层符号化、投影转换、空间数据编辑和空间分析等基本功能，满足系统研发的需

要。

3.5 BDS 高精度差分定位技术

为达到毫米级的监测精度，需要考虑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首先，需采用高

精度的北斗定位接收机，本系统监测站和基准站的 BDS接收机采用的静态/快速

接收机，静态精度技术指标为：水平± 2.5mm+0.5mm/km RMS，垂直±

5mm+0.5mm/km RMS；接收机天线采用扼流圈天线，削弱多路径效应影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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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站和监测站的基线控制在 10km以内，监测精度可达毫米级[16]。

其次，需要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监控中心的解算软件会对 BDS接收机接

收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粗加工、数据预处理、BDS 基线向量解算和网平差处理等

几个阶段，具体流程如图所示：

图 3-1 BDS 数据处理基本流程

4 地质灾害预报模型建立
4.1 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研究

4.1.1 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指标选取

通过前期对林芝市地质灾害发育特征的研究，本研究选取 2010-2019年具有

有效降水量的 1213个隐患点进行研究，并通过信息量法进行异质数据同化，最

终确定 8个指标（断层密度、土地利用、土壤类型、坡度、沟谷密度、年降水量、

裸岩率、河流）作为致灾因子（图 4-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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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图 4-1 致灾因子分布示意图

a.土地利用分布图；b.土壤类型分布图；c.坡度分布图；d.年均降水量分布图；

e. 河流缓冲区分布图；f.裸岩率分布图；g.断层分布图；h.沟谷密度分布图

4.1.2 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模型建立

采用 Logistic回归法建立易发性区划模型，以 1213个有效隐患点数据作为

建模数据，152个有效灾害点数据作为模型检验数据。同时，随机选取对应数量

的未发生地质灾害的样本点，使用 ArcGIS 提取隐患点样本和无灾害发生样本数

据的致灾因子信息量值，信息量值越大，地质灾害易发性越高。

以地质灾害是否发生为因变量，8个致灾因子的信息量值为自变量，在 SPSS
中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从结果可以看出（表 4-1），各致灾因子重要性依次为：

河流、坡度、土壤类型、断层密度、年降水量、土地利用、沟谷密度、裸岩率，

其显著性均小于0.05，显著性较高，模型对地质灾害发生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93.3%，

具有统计学意义。

最终确定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模型如下：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0.742*X 0.407*X 0.871*X 0.275*X 0.251*X 0.42 7*X 0.279* 0.609* -1.250)
1 (0.742*X 0.407*X 0.871*X 0.275*X 0.251*X 0.4 27*X 0.279* 0.609* -1.250)
EXP X XH
EXP X X

      


       
（4-1）

（4-1）式中，H为地质灾害易发性值，X1-X8分别为断层密度、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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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沟谷密度、年降水量、土地利用、裸岩率、河流的信息量值。

表 4-1 致灾因子 Logistic 回归方程表

B S.E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断层密度 0.742 0.096 60.301 1 0.000 2.100
土地利用 0.427 0.087 24.309 1 0.000 1.532
土壤类型 0.407 0.046 76.972 1 0.000 1.503
坡度 0.871 0.074 138.311 1 0.000 2.389
河流 0.609 0.030 409.397 1 0.002 1.839

沟谷密度 0.275 0.088 9.847 1 0.000 1.316
年降水量 0.251 0.042 36.459 1 0.031 1.285
裸岩率 0.279 0.129 4.655 1 0.000 1.322

通过 ArcGIS空间分析功能获得易发性区划图（图 4-2）。从图中可知，以 0.1
为间隔，将林芝市地质灾害易发性分为 10级，从分类后的结果可以看出，林芝

市地质灾害易发性超过 0.8的主体区域主要在道路、河流沿线；主要分布在西部

朗县、墨脱县中部、波密县南部，察隅县东部也有小部分分布；工布江县、林芝

县大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易发性小于 0.4，不易发生地质灾害。

图 4-2 林芝市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图

4.1.3 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模型精度验证

地质灾害危险性级别比例如表 4-2 所示，林芝市地质灾害易发性在 0.8-0.1
之间的灾害点数量最多，占所有灾害点数量的 57.75%，易发概率为 82.63%；再

通过 ROC曲线分析，对结果预测进行检验，从图 4-3 来看，曲线离纵轴越近，

离横轴越远，表明预测结果越好；从图 4-4来看，结果准确率为 95.5%，达到了

精确性的目的。

表 4-2 易发性级别占比

级别 重分类 灾害点数量 百分比

一级 0-0.2 33 15.49%
二级 0.2-0.4 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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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0.4-0.6 32 15.02%
四级 0.6-0.8 21 9.86%
五级 0.8-1 123 57.75%

图 4-3 ROC 曲线 图 4-4 预测概率表

4.2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研究

4.2.1 地质灾害预报模型建立

本研究以地质灾害是否发生为因变量，日降水量为自变量，以 Logistic回归

模型作为耦合手段建立地质灾害预报模型。

林芝市截止至 2019年约有 66个气象站点的日降水数据，由于 2010-2019年
间增加或弃用的气象站点较多，则利用 ArcGIS 邻域分析工具，分别提取

2010-2019年距历史灾害点最近的雨量站日降水量平均值作为灾害点的降水量。

此方法保证了灾害发生当日及前期降水量的准确性。样本点选择历史地质灾害中

有准确降水量的地质灾害点，共 152个。并加入同等数量的未发生地质灾害的样

本点，日期选择方式为：选取 2010-2019年汛期（5-9月）较长时间未发生地质

灾害的日期，随机分配给未发生地质灾害的样本点。

通过灾害点样本、无灾害发生样本和前六日的日降水数据，建立 Logistic回
归模型。经拟合，前四日、前五日、前六日降水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后重

新建模，最优结果的 Nagelkerke 方差可达到 0.516，Cox & Snell R 方差可达到

0.387 ，模型拟合度较好，各因子均通过显著水平为 0.05的显著性检验（表 4-3），
模型整体预测的平均准确率达 80.9%。经多次计算，当日、前一日、前二日、前

三日降水量的衰变系数经拉伸为 0.082、0.107、0.063、0.116。

因此，降水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公式为：

0 1 2 3

0 1 2 3

(0.082* 0.107* 0.063* 0.116* -1.984)
1 (0.082* 0.107* 0.063* 0.116* -1.984)
EXP D D D DY
EXP D D D D

  


   
（4-2）

（4-2）式中，Y为降水诱发地质灾害发生概率值，D0、D1、D2、D3分别

为灾害发生当日、前一日、前二日、前三日的降水量。

表 4-3 建模因子 Logistic 回归方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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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前三日降水 0.116 0.031 14.267 1 0.000 1.123
前二日降水 0.063 0.028 4.882 1 0.027 1.065
前一日降水 0.107 0.027 16.171 1 0.000 1.113
当日降水 0.082 0.019 18.358 1 0.000 1.086

4.2.2 地质灾害易发性 H 值与单元降水诱发灾害概率 Y 值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显式统计预警模型[17]的方法，以地质背景值 H为基础，与降水

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 Y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某一范围内地质灾害发

生的概率值[18]，其公式如下：

* *T a H b Y  （4-3）

（4-3）式中，T为地质灾害发生概率值；H 为地质灾害易发性值；Y 为降

水诱发地质灾害发生概率值；a为地质灾害易发性权重系数；b为降水诱发地质

灾害权重系数。

经研究，各系数的拟合度较高，显著性通过检验，获得最终的系数权重如表

4-4所示。

表 4-4 T 模型 Logistic 回归方程表

B S.E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H值 3.451 0.489 49.731 1 0.000 31.531
Y值 5.811 0.695 69.866 1 0.027 333.793

由于模型最终结果是概率值，因此，根据 Logistic回归方程权重系数，本研

究将两个权重系数归一化至 0到 1之内，系数四舍五入后得到 a=0.373，b=0.627。

4.2.3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选取部分历史地质灾害点进行模型精度验

证，将气象数据导入到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中，确定相应的 Y和 H值，再计

算出 T值，从而确定 T值超过 0.4发布黄色预警，超过 0.6发布橙色预警，超过

0.8发布红色预警。

选取 152个未参与建模的地质灾害点数据作为模型的检验数据。将 152个灾

害点的 H值、Y值放入 T模型中计算，得到不同预报等级的灾害点个数。预报

等级如表 4-5所示。

表 4-5 地质灾害模型预报效果等级表

预报等级 黄色预报 橙色预报 红色预报

灾害点频次（152） 136（89.47%） 121（79.61%） 95（62.50%）

预报区 89.47%的灾害点发布黄色预报，79.61%的灾害点发布橙色预报，

62.50%的灾害点发布红色预报。因此，本预报模型的预报准确率为 89.47%，漏

报率为 10.53%。至此，研究认为模型的整体预报准确性较高，对于灾害整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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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预报效果。

5 基于北斗的地质灾害位移监测

为提高定位精度，减少或消除时钟差、大气折射等误差，基于北斗载波相位

差分算法建立灾情自动判别模型。其原理是：基准站实时将载波观测量与坐标信

息传送至监测站，监测站在接受信息后组成相位差分观测值，再通过软件的实时

解算获得监测点的三维坐标信息。通过对比分析同一点位不同时刻的多组精准三

维坐标信息，即得到该监测点的形变量，进而判断其是否发生微小位移，最后与

模型预设的预警阈值进行对比，判别是否会发生地质灾害。

本系统运用改进平均间隙法判断监测点是否发生位移。改进平均间隙法的原

理是：从 X、Y、H坐标 3各维度判别，对监测点两期的监测数据进行平差后，

分别求出两期监测点中的 X、Y、H坐标间隙，即： xid 、 yid 和 hid （i=1,2,...,n,
n为监测点的个数）。 xid 、 yid 和 hid 的计算公式如下：

,

( 1, 2,..., ),

,

xi ji ki

yi yi ki

hi ji ki

d X X

d Y Y i n

d H H

  


  
  

（5-1）

式中， jiX 和 kiX 、 jiY 和 kiY 、 jiH 和 kiH 分别是点 i在第 j期和第 k期的 X坐

标平差值、Y 坐标平差值、H 坐标平差值。X、Y、H坐标所代表的位移情况如

表 5-1所示。

表 5-1 北斗卫星微位移监测数据及其含义

监测数值 数值说明 数值正负 数值说明

X 南北方向数值的变化
正

负

坡体向南滑动

坡体向北滑动

Y 东西方向数值的变化
正

负

坡体向东滑动

坡体向西滑动

H 垂直方向数值的变化
正

负

坡体下降

坡体上升

参考徐江桥[19]的研究，在 3个维度设定蓝、黄、橙、红 4 个预警阈值（表

5-2），只要灾害体在其中 1个维度的位移量超过模型设定的预警阈值，平台立即

发出预警信号，提醒相关人员采取相应措施。

表 5-2 位移量各级预警阈值

预警等级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位移量（mm） 30 50 80 120

6 系统设计
6.1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基于北斗的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是基于云存储及云计算实现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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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基本过程如图所示：

图 6-1 系统架构图

（1）动态地灾点数据采集：对地灾隐患点的雨量、地表位移、表面裂缝、

深部位移、视频等动态信息进行采集。统一地质灾害数据交换规范，实现与现有

系统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享。

（2）气象观测及预报等数据接入及分析：通过 Cimiss接口、气象台制作的

精细化预报以及雷达等观测数据的统计及分析。

（3）云存储：系统基础数据（如行政区划、社会经济数据（包括人口、医

院、学校、工厂、桥梁、道路等）、灾害点数据、隐患点数据、地形地貌岩石岩

性数据、植被土壤坡形坡度数据、高程数据、实景图片以及动态采集的数据，如

群测群防、采集灾害隐患点监测信息、视频等数据。

（4）云计算：动态监测信息计算、地灾预警模型计算、位移监测模型计算。

（5）气象精细化降水预报：气象局完成精细化预报服务。

（6）预警信息确认交互及发布：自然资源部门完成预警级别信息修改、确

认，并发布。

（7）社会公众服务及群测群防：预警信息发布后，通过发布平台或移动 app
或其它方式将预警信息推送到群测群防员、气象信息联络员以及公众用户。

6.2 软件逻辑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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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逻辑上分为基础数据层、采集层、支撑层、核

心层、业务层、用户层共六层体系结构，软件逻辑结构如下图。

图 6-2 软件逻辑架构图

（1）基础数据层：主要是研究区的基础地理数据、历史地灾数据、历史气

象数据、历史水文数据、重要工程数据、地层、岩性、断裂带等地质资料；山区

的乡镇、居民点、人口经济数据；决策支持其它支撑数据。

（2）采集层：主要包括采集隐患点数据及气象数据采集，隐患点数据采集

包括雨量、地表位移、裂缝监测，实景视频；气象数据采集主要包括从 Cimiss、
本地文件或数据库中采集实况观测数据、精细化预报数据或其它气象数据。

（3）支撑层：项目基于云平台实现，包括云平台的数据存储及云平台的监

测、预警模型等计算。

（4）核心层：基础地理信息支撑平台（GIS 数据读取、坐标转换、空间分

析、WebGIS富客户端技术等）。

（5）业务层：包括数据采集子系统、监测预警子系统、地灾预报预警子系

统、应急指挥子系统、预警发布子系统、群测群防支持子系统。

（6）用户层：主要包括林芝市及各县气象局、林芝市及各县自然资源局、

群测群防员、气象信息联络员及社会用户。

6.3 系统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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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数据采集子系统、监测预警子系统、地灾预报预警子系统、应急指挥

子系统、预警发布子系统、群测群防支持子系统等六个子系统组成。系统功能结

构如图 6-3所示。

图 6-3 系统功能结构图

系统具有基本的地质灾害数据采集、灾害信息展示、灾害信息查询、数据管

理与维护等功能，还具有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灾后应急指挥、预警发布以及群防

群测等功能。通过北斗系统源定位和短报文通信的特色功能，为地质灾害应急救

援和群防群测提供有力支持。通过系统的建立，地质灾害研究人员可以分析研究

灾害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灾害成因机理，气象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分析研究大气降水

在灾害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林芝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与北斗位移监测

相结合更为精准地对林芝市地质灾害进行监测及预警。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借

助系统编制、修订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气象地质灾害预报规划，为科学研究提供

技术支撑。在群测群防过程中，群测群防员或普通用户利用手机 app对灾害信息

进行采集，app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全球定位系统获取实时经纬度信息，

再将采集的灾害信息通过 4G或 5G网络传输至服务器，完成数据的审核与分析，

并根据采集和审核结果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当 4G或 5G网络信号弱时，可为

群测群防员及后台管理员各匹配一台北斗用户机，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具的

短报文通信功能，完成监测数据的传输。

6.4 数据库设计

系统基于MySql 5.7，建立了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数据库，设计了

基础地理信息、监测信息、系统配置信息、地质灾害类型信息等数据表格。实现

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功能。数据库存储以下几类地质灾害

数据：

（1）基础地理数据：包含“天地图”以及林芝市行政区划等基础地理数据；

DEM、NDVI、地灾点等建模数据；气象站点和地灾监测点等地理数据。

（2）监测数据：包含气象站点实况数据和预报数据、地灾监测点位移监测

数据以及群测群防人员上报数据等。

（3）预报预警结果：包含地灾预警结果及基于地灾预警图创建的专题图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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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实现
7.1 监测预警子系统

地灾预警通过预警大屏进行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7-1 预警大屏

监测预警子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最新的监

测数据，包括雨量与泥位计；（2）降水量观测：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的降水量数据；

（3）泥位监测：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的泥位计监测数据；（4）滑坡位移形变监测：

通过北斗监测系统实时返回监测点的滑坡位移量；（5）实时视频监控：显示高易

发性区域的泥石流沟实时视频监控；（6）最大降水量：最近 24小时最大降水量

站点的数据变化。（7）泥位监测统计图：显示的 48小时内监测点的泥位按日统

计的最大、最小值。（8）电量情况图：各个设备的实时电量。（9）预警消息：滚

动提示预警消息。（10）预警发布：分县域统计各种预警占比。（11）数据更新时

间：各种数据更新时间。（12）中间部分显示：滑坡、泥石流的预警分布区域。

7.2 地质灾害预警子系统

（1）地理信息查询

在网页界面上点击任意地图位置，系统自动检索该位置的所有地理信息图层，

查询各图层的空间及属性信息，闪烁显示地理要素，并提取地理元素关联的属性

信息，展示在属性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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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地理信息查询

（2）地质信息查询

在网页界面上进行鼠标点选或根据用户输入的空间坐标，查询该指定地区的

植被状况、土壤厚度、山体岩性、山体坡度等地质信息。

图 7-3 地质信息查询

（3）查询预警信息

查询指定时刻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信息；

图 7-4 预警信息查询

（4）编辑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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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或自身经验对预报结果进行级别修改：采用多边形选择要调整

预报等级的范围，将指定范围的地灾预警等级修改为用户指定等级；

图 7-5 预警信息编辑

7.3 预警发布子系统

根据地灾预警结果，自动生成指定时刻的预警专题图，支持交互式编辑工具

对专题图中的要素进行编辑，左侧为专题图编辑工具栏，中部为专题图预览及操

作视图，右侧上部为预警文档信息编辑器，右侧下部列举历史预警文档。主要包

括以下功能：自动生成地灾预报专题图、地灾预报专题图编辑、预案文档制作、

预警文档审核以及预警产品下载。

图 7-6 预警发布子系统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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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预警产品下载

7.4 应急指挥子系统

（1）预警消息通知

将当前预警信息组织成文字短信息，选择要接收通知的人员，通过 BDS建

立的信息通道，也可实现应急现场指挥部与现场灾情调查组（手持型北斗用户终

端）之间的短信息通信，以短消息的方式将信息推送到对应人员手机中。

图 7-8 预警消息通知

（2）灾害信息查询

系统支持历史灾害点数据查询，包括灾害类型、发生时间、位置等信息，支

持关键字查询及日期过滤，能够在地图上直观显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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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历史灾害点信息

支持隐患点和重点排查点数据查询，包括名称、位置等信息，能够在地图上

直观显示表达；

图 7-10 隐患点和重点排查点信息

（3）救援信息查询

系统提供紧急避难所查询，显示避难所内部设施情况，并能够在地图上直观

显示表达。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98

图 7-11 紧急避难所查询

系统通过 BDS的精准定位导航功能，提供救援队伍信息查询，显示救援队

伍所在位置、人员配备、装备情况等关键信息，并能够在地图上直观显示表达。

图 7-12 救援队伍查询

（4）预案管理

在网页的列表显示已有的预案，实时预览当前选择的预案，并可下载指定预

案；支持新增预案、删除预案及更新预案的功能；

支持预案标题关键字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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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预案管理

7.5 群测群防支持子系统

（1）首页

点击群测群防左侧工具按钮“首页”，进入群测群防首页，在首页中可通过

时间段查询群测群防人员上报的地质灾害信息点。可切换地图（卫星地图和普通

地图）。点击地图中的灾害点可查看灾害点详情。切换右下角的泥石流、地质灾

害、降雨量图标可动态隐藏相应的插值图层。

图 7-14 首页

（2）数据管理

点击“数据管理图标”进入管理页面，在管理页面中管理员可查询、新增、

编辑、删除灾害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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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数据管理

点击新增按钮添加数据，填写好上报的灾害点的经纬度，时间等信息后点击

右下角确定按钮进行保存。

图 7-16 数据上报

（3）数据审核

点击“数据审核图标”进入审核列表页面。可对灾害信息查询，审核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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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数据审核列表

点击审核列表中的审核按钮来审核数据，在审核页面中选择审核状态（通过

或驳回），驳回时输入原因点击保存来完成一次审核。

图 7-18 数据审核页面

（4）数据发布

点击数据发布进入数据发布列表页，在此页可查询需要发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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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数据发布列表页

点击列表中的发布按钮以此来发布数据，在发布的详情页面中输入标题、内

容。然后点击确定完成发布。

图 7-20 数据发布详情页

（5）数据推送

点击数据推送图标进入待推送列表页。在该页面可查询数据。点击表格中推

送按钮推送数据。

图 7-21 数据推送列表

（6）群测群防 APP

app端面向普通用户、群测群防用户和管理员。

① 大众用户

普通大众只能上报数据和查看新闻等功能。点击登录页中的“首页”进入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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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登录页 图 7-23 地图页

点击地图页中上报图标按钮进入数据上报页面，填写灾害点经纬度、描述等

信息，选择图片或者视频上传，最后点击“保存”上报数据。

图 7-24 数据上报页面

点击底部“其他”查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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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新闻列表 图 7-26 新闻详情

② 群测群防用户

A.数据上报

数据上报步骤同普通用户。不同的是在群测群防人员上报时会对上报的位置

进行验证。当位置不在研究区域时系统会提示用户“不在上报区域内是否继续上

报？”字样。

图 7-27 位置信息验证提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105

B.数据查询

点击“其他”页面中的数据查询可查询自己上报的数据及灾害信息的详情。

详情包括灾害点经纬度、描述、图片、视频等信息。点击右上角的“编辑”可对

数据进行编辑。

图 7-28 数据查询页 图 7-29 数据详情

图 7-30 数据编辑

C.数据统计

点击“其他”的“数据统计”进入统计页。统计页主要是将上报数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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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和类型进行简单统计。

图 7-31 数据统计页

③ 管理员

A.数据上报

数据上报步骤同群测群防用户。

B.数据查询

管理员可查询所管辖下的所有用户上报的数据，点击“数据查询”查看详情，

点击详情页右上角“编辑”进入编辑页面，修改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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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管理员查询页面 图 7-33 数据详情

图 7-34 数据编辑页

C.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主要是对群测群防用户或普通用户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对于审核

通过的数据可在数据发布和消息推送中查询。对于数据审核不通过的数据，上报

人员可修改后再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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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数据详情 图 7-36 数据审核

D.数据发布

该操作主要是对审核通过的数据进行新闻发布。发布之后所有的用户可在新

闻列表中查看。

图 7-37 信息发布列表页 图 7-38 数据发布

E.数据推送

数据推送主要是推送审核通过的数据，推送成功后用户将以 app消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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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点击推送列表中的推送图标推送消息。

图 7-39 推送列表 图 7-40 推送成功提示

图 7-41 数据推送

F.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是按日、月、年对各个灾害类型的数量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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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2 数据统计

G.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包括群测群防用户及普通用户的信息和灾害类型管理。

图 7-43 用户列表 图 7-43 新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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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5 删除用户信息

8 总结
8.1 创新点

本研究利用 BDS技术实现对地质隐患监测点全天候、高精度位移监测，并

与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模型相结合，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地质灾害的

监测预警。在“面”上，使用地质灾害气象预报 T模型进行大范围面上预警。在

“点”上，首先使用北斗载波相位差分算法建立灾情自动判别模型，通过对比分

析同一点位不同时刻的多组精准三维坐标信息，判断监测点是否发生微小位移，

根据位移是否超过模型预设的阈值判别是否发生灾情；其次，基于 BDS和通信

技术，通过 app端进行发灾位置确定和现场图片上报，实现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

测。灾后现场应急指挥部通过 BDS 迅速建立卫星通信网络，链接灾情应急指挥

中心，以北斗全天候导航定位及机密级短报文服务等优势为支撑，及时汇报现场

灾情状况，实时上传灾情数据、图像及动态视频资料，并完成指挥中心决策部署

命令的下达。

8.2 展望

BDS 具备的快速定位功能已在防灾减灾、交通运输和公共安全等众多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基于北斗的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林芝市短

期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实现了地质灾害信息的存储、分析、管理和更新。系统通

过气象预报模型和北斗位移监测发布地质灾害蓝、黄、橙、红色预警信息，使公

众可以更全面、更精确、更立体地了解林芝市地质灾害预报信息，提升防灾避险

能力，最大程度减轻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再结合群测群防 app，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信息的实效性及真实性，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基于

北斗的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在行业中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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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相关成果

基于本研究已取得的相关成果如下：

1）论文：

（1）基于北斗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系统（已投稿北斗年会会议论文）；

图 9-1 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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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北斗的林芝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已投稿北斗年会会议论文）；

图 9-2 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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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著

林芝公路地质灾害监测与气象风险预报系统（已申请）。

图 9-3 软著申请表

3）相关项目

（1）天基数据应用及灾情评估技术详细设计（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委

托，2020年）；

（2）天地一体、点面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示范项目（四川远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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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检测设备有限公司牵头，2021年，申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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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模组合定位的高动态高灵敏度星载接收机设计与实现

作者：郭泽熙、李鹏魏、陈济轩、于宙

指导教师：孙景荣、张华

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已经应用在了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类生活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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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的单通道单模的 GNSS
接收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高精度高效率导航定位服务的需求，因此正在向多通

道多模兼容、从地面应用向空间应用、以及联合定位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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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环境的需求。因此本文设计研发一套

基于 GPS和北斗的双模组合定位的高动态高灵敏度星载接收机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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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环境下的星载定位。

【关键词】双模组合定位；高效 FFT算法；FLL与 PLL融合算法；

【Abstract】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has been used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nd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on human lif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various indicators of the receiver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At present, traditional single-channel single-mode GNSS
receivers can no longer meet people's needs for high-precision and high-efficiency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ervices. Therefore, they are developing toward
multi-channel and multi-mode compatibility, from ground applications to space
applications, and joint positioning. Among them, the application of GNSS positioning
system to the autonomous positioning of high-orbit satellites or spacecraft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However, the acquisition, tracking and positioning algorithms of
traditional receiver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high orbit environm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 high-dynamic and high-sensitivity
satellite-borne receiver system based on GPS and BD dual-mode combined
positioning, using hardware circuits such as antennas, amplifiers, FPGAs and DSPs to
provide hardware platform support for high-sensitivity receiver algorithms; design
High-efficiency FFT algorithm realizes fast acquisition of weak GNSS signals
(-145dbm); design second-order FFL and third-order PLL fusion tracking algorithm to
achieve signal tracking with high dynamic Doppler rate of change, and design GPS
and BD fusion positioning algorithm to achieve high On-board positioning in orbital
environment.

【 Key Words 】 Dual mode combination positioning; Efficient FFT
algorithm; Fusion algorithm of FLL and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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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外目前已经进行过高轨道接收机定位技术的一系列实验与验证。美国A0-40
卫星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实验范例，该卫星搭 载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成功在

58000km 高度的大椭圆轨道 (HighlyEllipticalOrbit,HEO)接收到GPS导航信号，

但是并没有实现对轨道的实时定位[1]。ESA发射的GIOVE-A 卫星也搭载有 GPS
接收机，并且首次实现了卫星轨道高于 GPS星座轨道高度时的在轨定位,卫星轨

道高度为23300km的中地球轨道(MediumEarthOr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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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tosphericMultisca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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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国内，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ChangE-5T)搭
载有可以兼容并处理 GPS和格洛纳斯(GLONASS)双模信号的 GNSS接收机,于
2014年11月在地月转移轨道和月地转移轨道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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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星载接收机技术指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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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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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L1和 8通道 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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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L1 BD2B1 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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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水平 1 7.5m 10m 7.5m
高程 1 10m 15m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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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动态性能：见表 2.3

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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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星载接收机硬件设计与实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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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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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大增益：>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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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圆极化型辐射场；

（3）具有近似为纯电阻的输入阻抗；

（4）频带较宽。

2.1.1 仿真模型

通过仿真软件 HFSS13进行天线仿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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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HFSS13 中建立仿真模型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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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MHz~18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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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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辅助发射天线：右旋螺旋天线（频率：1.2~1.6GHz）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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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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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MHz~18GHz，输出

功率-10dBm）+AV3860C功率放大器（0.8~18GHz，放大倍数30dB）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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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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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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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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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
交叉极化

（dBi）
轴比

（dB）
主极化

（dBi）
交叉极化

（dBi）
轴比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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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0°二维方向图

（b）Phi=90°二维方向图

图3.4 1.56GHz 方向

（a） Phi=0°二维方向图

（b） Phi=90°二维方向图

图3.5 1.57GHz 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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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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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瓣宽度约为 60度，符合指标要求。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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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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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BD 通

道

天线信号输入

备用 GPS/BD 通

道

双路

数字信号

FPGA+DSP

数据处理

FPGA:EP2S90

F1020I4DSP:

TMS320C6713

B

（30dB）

串口输出

电源板

（28V 输入）

（5-5.5V 输出）

频综模块

信号采样混频模块

二级放大

电路

一级放大

电路

频综模块

信号采样混频模块

二级放大

电路

一级放大

电路

线部分

（包含前

噪放）

上位机

（PC）

射频板

中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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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接收机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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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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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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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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星载接收机捕获算法设计与实现
3.1 传统捕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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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传统二维搜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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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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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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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FFT 并行捕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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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长度与传统捕获方法相同，所以捕获灵敏度有待提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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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算法验证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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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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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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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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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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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接收机跟踪算法设计与实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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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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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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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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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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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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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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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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 5ms 二阶 FLL+三阶 PLL 跟踪相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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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5ms 二阶 FLL 跟踪相关峰

图 5.4 5m+20ms 二阶 FLL+三阶 PLL 跟踪相关峰

图 5.5 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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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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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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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接收机定位算法设计与实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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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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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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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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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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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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计算卫星的空

间位置时并不会采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GPS和北斗卫星

的运行轨道主要通过地面监控站对卫星所发射的信号进行持续接收从而进行轨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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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后计算出一组以时间为函数的轨道参数来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并且预测卫星的运

行轨道，轨道参数确定后便上传至卫星，并通过卫星转播。接收机计算出卫星的位

置和速度时就需要利用卫星信号上的这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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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方程线性化后得出：

伪距的残差可表示为：

最终的结算矩阵可写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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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卫星数量大于四颗时，使用最小二乘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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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斗组合定位的高动态高灵敏度星载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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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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沙蚁的北斗/偏振光罗盘/视觉/MIMU 智能自主导航与控制

系统

作者：周文舟、商行、刘一麟、郝渊博

指导教师：范晨、何晓峰

学校：国防科技大学

【摘要】在信息化战争环境中，无人作战平台凭借全天候、自主性强、隐蔽

性好的优势，能够较好地执行侦察监听、防空压制和精确打击等战斗任务，并已

成为各国军事常规威慑武器。但是随着战场环境中电磁干扰手段普遍应用，“导
航战”不断升级，无人作战平台极易丢失导航信号与数据链，难以有效执行军事

任务，并存在自主返航难题。因此，本文开展了基于北斗/偏振光/视觉/微惯性组

合导航算法研究，并设计了基于全局矢量的自主控制方法。方法实现在有卫星信

号下的高精度视觉建图，在无卫星下的自主返航。实验证明，使用北斗/偏振光/
视觉/微惯性的组合建图可以提高导航精度。在卫星拒止条件下，载体定位误差

为 0.61米，定向误差为 0.31度°。机器人自主归位实验证明，无卫星条件下归位

最小误差为 0.49米，平均误差为 0.73米。

【关键词】自主导航；全局矢量；偏振定向；北斗辅助建图

【Abstract】Because unmanned platform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autonomy, all-weather, and good concealment, the proportion of unmanned combat
robots is increasing in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it performs in combat tasks such as
reconnaissance and monitoring, air defense suppression, and precision strikes.
Excellent, it has become a new conventional deterrent method for military gam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autonomous navigation of unmanned
platforms and autonomous homing after signal los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of the combined navigation algorithm of polarization vision/VINS, and designed the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global vector. The method realizes high-precision visual
navigation under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nd autonomous homing
under no signal.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Beidou/polarized light/visual/micro-inertial mapping can improve navigation
accuracy In the absence of satellites, the robot travels 125 meters, the positioning
error is 0.61 meters, and the orientation error is 0.31 degrees. the autonomous homing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inimum error of autonomous homing is 0.49 meters and
the average error is 0.73 meters when the robot travels 45 meters.

【Key words】 Autonomous navigation；Global vector； Polarization
orientation； Beidou auxiliary mapping

1 背景及意义

无人平台由于其性能优越，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服务和国防等行业。然

而，由于成本和体积等因素的限制，无人平台难以携带高精度，高性能的导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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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和信息处理机构。目前的无人平台依赖于外部导航信号输入以及数据通信链

路控制。当外部信号的输入受到了干扰或遮挡时，无人平台将处于失控状态，甚

至有可能被敌方控制。因此，设计一种在无人平台丢失信号后的自主返航系统迫

在眉睫，其对实际作战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极大提高无人平台在未来信息化战争

中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提高无人平台战场适应性。

撒哈拉沙漠中，沙蚁（Cataglyphis fortis）常远离巢穴寻觅食物，尽管其寻

找食物的路径非常复杂，但其往往能够沿着近似直线的路径返回巢穴。沙漠中地

表温度过高，信息素无法在高温的环境中保留，沙蚁依靠其具有偏振敏感特性的

复眼提供导航信息进而寻找返回巢穴的路径。沙蚁首先利用偏振罗盘提供的航向

信息确定巢穴的方向，利用步幅积分计算距离巢穴的里程信息，位于巢穴附近时，

则结合基于地形的路径识别和系统搜索等辅助手段实现快照（snapshot），可以实

现快速精确地确定巢穴位置。

受到沙漠蚂蚁的启发，本项目开展了基于北斗/偏振光/视觉/微惯性 组合导

航研究。在卫星可用条件下，创新性的将卫星信号引入视觉/惯性/偏振光组合导

航的位姿图构建中，辅助提高建图的精度。在无卫星、未知条件下，使用冗余的

传感器配置以及本项目设计的导航算法，可以完成机器人的自主导航任务。此外，

通过探索沙漠蚂蚁的导航方式，设计了基于全局矢量的控制算法，在强拒止条件

下仍可以自主返回出发点。

2 硬件设计
2.1 系统硬件构成

本文设计的自主返航系统硬件主要构成为：

表 1系统的硬件构成

硬件类型 型号 数量

单目相机
PointGrey，BFLY-U3-03S2M 1

偏振光传感器 Flir，BFS-51S5PC-C 1

上位机 Thinkpad T480s 1

IMU Xsens Mti-G-700 1

运载平台 Turtlebot2 1

北斗接收机 ANTENNA 1

偏振光传感器用于敏感天空的偏振模式，进行偏振光定向。机器人在地面行

驶时，机动性较低，所以信息更新频率选择为 1hz即可满足机器人的导航需求；

微惯性传感器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加速度与角加速度信息，按照开发经验，设置为

200hz；单目相机可以提供视觉信息，由于地面机器人没有做大幅度的机动，故

选择 10hz即可满足需求；MIMU发送同步脉冲触发相机，同步误差小于 10毫秒，

MIMU输出加速度表与陀螺仪数据，频率为 200hz；偏振相机与普通单目相机安

装位置有所区别：镜头朝前的相机为普通相机，图像采集帧率为 10hz，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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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40×480；镜头朝上的为偏振相机，图像采集帧率为 1hz，分辨率为 2448×2048。
在表 2中，详细列出了各个传感器的参数与采样频率：

表 2 各传感器主要参数

系统 主要参数 采样频率

微惯性传感器
陀螺零偏：10°/h

加速度计零偏：0.004m/s2 200hz

偏振相机 分辨率：2048×2448 1hz

单目相机 分辨率：640×480 10hz

选用 TurtleBot2机器人作为实验机器人平台，其由移动底座，2200mAh电池

和可移动结构模块组成，可以保证机器人长航时的运行。机器人的高精度的轮式

编码器提供较为准确的里程信息和航向信息。借助 TurtleBot2，我们构建一个机

器人，在该基础上开发所需的结构及功能。本项目所设计系统硬件选材能满足本

设计的需求，为开展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2.2 硬件组装结构

图 1 移动机器人组装结构

如图 1所示，我们对 Turtlebot2机器人的结构进行了改装，两个相机和MIMU
通过 USB集线器与笔记本电脑连接，实现传输数据。TurtleBot2通过 USB与电

脑连接，嵌入机器人的控制程序，实现机器人自主运动。

3 北斗/偏振光/VINS 组合导航系统建模
3.1 系统信息传输

系统的信息传输过程如图 2所示。在机器人行驶时，卫星接收机获取载体的

位置信息来辅助组合导航系统建图。偏振光相机一次曝光获得四个方向的偏振图

像。单目相机和MIMU 分别提供图像序列和惯性信息，上位机接收来自传感器

的信息。VINS融合单眼相机信息和MIMU的信息，解算机器人的姿态角和行驶

里程。结合偏振图像和来自 VINS的水平角，可解算出偏振航向。使用路径积分

算法融合优化的方向和里程信息来计算机器人的位置，在机器人自主返航阶段，

上位机将计算控制参数，并实时控制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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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所有传感器信息都是由机器人计算机实时收集的。同时，为

获得更好性能，我们设计了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用于融合由 VINS和偏振视觉

传感器信息，计算出更优航向角。

图 2 系统硬件结构框架

3.2 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的航向融合方法设计

本项目使用卡尔曼滤波器算法融合优化来自不同传感器的航向信息。机器人

行驶过程中，VINS的更新频率为 10hz，而偏振光传感器仅为 1hz。因此，当仅

有来自普通相机和 MIMU 的数据时，使用 VINS 更新机器人的位置和姿态，而

当偏振传感器提供航向信息时，将使用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来优化以获得更好

的航向角。

在传统的卡尔曼滤波中，系统噪声 是恒定的，但其并不适合本系统。例

如，当机器人直行行驶或静止时，VINS具有良好的定向保持能力，而极化传感

器的精度却比前者差。与直行相反，当机器人旋转时，图像是 VINS使用的主要

信息，旋转可能会导致图像特征模糊，因此会造成更多的累积误差。特别是，如

果机器人转动太快，甚至可能因无法跟踪特征点并导致定位失败，而偏振定向不

会出现此类问题。其次，VINS会随着时间增加而累积误差。

为充分利用两种定位方法的特点，本文设计了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对于

不同的机器人运动状态，实现贡献因子自适应地改变以调整 VINS输出方向的噪

声，以合理地平衡两种航向对参数估计的影响。

一步预测方差可以改写为：

, 1 , 1 1 , 1 1
T

k k k k k k k k k 
     P Φ P Φ Q (1)

上式中， ，为两种航向对参数估计的贡献因子，由机器人的实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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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与转动速度和行驶时间成正相关，机器人在行驶过程中转动的越快，行

驶的时间越长， 就越大，等价于增大了系统的噪声方差，减小了 VINS对于航

向估计的贡献。相反的，就增大 VINS航向对参数估计的贡献， 可以表示为：

1
mean filter

k k k k k kt   α ρ μ ψ ψ (2)

表示在第 次滤波时，机器人行驶的总时间（从 0秒开始）。 表示在

时刻偏振光提供的航向与 VINS提供航向平均值， 表示 时刻滤波器的输

出航向与 VINS提供航向平均值， 表示 k-1时刻滤波器的输出航向。 和

均大于 0，是通过经验设置的参数，本文设置 。

3.3 基于全局矢量的自主归位策略

3.3.1 全局矢量构建方法

路径积分是沙蚁利用偏振光导航的最主要导航策略，这个全局矢量表示其当

前位置到巢穴的方向和距离。当机器人返航时，利用全局矢量实现控制机器人自

主返航的功能。

图 3 全局矢量构建示意图

本系统使用 VINS 融合视觉里程计和 MIMU 的数据，获取里程信息和航向

信息。如图 3，偏振罗盘为机器人提供航向信息，结合偏振罗盘航向与 VINS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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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航向，得到优化后的航向信息，与 VINS输出的里程信息共同构成位移矢量，

通过路径积分即可得到全局矢量。

3.3.2 基于全局矢量的控制策略

基于上一节中生成的全局矢量，在本节将介绍机器人自主返巢阶段的控制策

略。在图 4中，给出了机器人软件的控制流程图。首先，当机器人解析全局矢量

得到当前位置相比于出发点的距离与方向信息。此外，通过 VINS与偏振罗盘可

以得到当前的方向信息。

图 4 机器人自主返航控制流程图

3.3.3 机器人控制硬件回路

基于机器人组合导航系统的实际的归位任务，本文通过 ROS进行控制，不

同的信息源通过订阅与发布实现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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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传感器信息交互流程

上位机软件实现了 PC控制台、图像化显示、数据存储与处理等功能。如图

5所示，PC控制台提供完整的人机交互功能，以 ROS通信方式控制移动机器人

运动并实时显示无人平台的运动轨迹，在自主返航阶段获取，存储和处理平台的

惯导数据、偏振罗盘数据以及里程计数据。

图 6 机器人控制回路

在图 6中，画出了机器人自主返航的硬件控制回路，整个系统一起构成一个

闭环控制系统。传感器系统实时测量机器人的相关信息，实时传输给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接受了普通图像和惯性信息，使用 VINS实时计算机器人的位置与姿

态，并与偏振光传感器输出的航向进行融合，根据控制算法计算出控制指令后，

机器人作出相应的动作，传感器信息就会更新，如此往复，构成了控制回路，实

现机器人的闭环控制。

4 实验结果
4.1 移动机器人导航实验

4.1.1 实验环境与静态实验设置

设计“开环实验”，用于评估本文设计导航算法的定位精度。实验在路径上设

置 14个检查点，精确测量每个检查点的真实位置。在此实验中，机器人的总行

进距离为 125m(这是目前该领域机器人中最长的行进距离)，按预设开环轨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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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模仿沙蚁觅食。

图 7 开环实验

4.1.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中，VINS和偏振传感器均可获得航向角。在表 3中，列出了极化取

向和 VINS取向的属性。

表 3 不同航向输出特点

性质 VINS 偏振光 组合航向

频率（赫兹） 10 1 10

航向角范围（度） [-180,180] √ √

寻北能力 × √ √

依赖视觉特征 √ × ×

误差积累 √ × ×

图 8展示了视觉图像的主要场景，红色的标记为 VINS算法标记出跟踪成功

的特征点，实验在篮球场开展，视觉算法选取的特征多为篮球架、边线、树木以

及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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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视觉图像的主要场景

将本文设计的算法的性能与 VINS算法和传统的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比较。

图 9画出了不同算法计算解算出的机器人轨迹图，通过连接 14个检查点获得机

器人行驶的真值，这些检查点的位置都已经提前测量好。从图 9中可以直观地发

现，与 VINS和卡尔曼滤波算法相比，我们的算法与真值匹配的更好，误差更小。

图 9算法轨迹对比

(a)定向误差 (b)定位误差

图 10 不同导航算法精度对比

在图 10-a中，我们绘制了机器人通过每个检查点的误差。在图 10-b中，在

机器人驱动过程中绘制了不同算法的方向误差。表 4为各种算法的定位和方向误

差的总体结果。

表 4 导航误差统计

误差类型 算法 MAE RMSE

定位误差（米） 视/惯组合 1.4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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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具有更高的定位精度，位置误差的 RMSE
为 0.64m（占总行进距离的 0.5％），MAE为 0.57m。VINS导航误差会随实时间

积累，其误差达到 2.26m（占总行进距离的 1.8％）。我们的算法误差仅为 0.71m
（占总行驶距离的 0.6％）。通常，卡尔曼滤波算法也可以提高组合导航的精度，

其与我们提出的算法相比效果有限。

从图 10-a中可以看出，随着实验时间的延长，VINS输出的定向误差也不断

累积，最终误差达到 1.5°。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卡尔曼滤波优化效果有限，

并不能满足设计需求，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导航误差的发散。该算法

的航向误差的 RMSE仅为 0.31°，与 VINS相比降低了 75.61％。实验的总体结果

表明，通过选择本文设计的组合算法，偏振传感器可以有效地约束 VINS的方向，

从而提高了导航算法结果的精度。

4.1.3 总结

在本节中，首先阐述了大气偏振模式以及基于偏振光的定向方法，说明了使

用微惯性辅助偏振定向方法，介绍了使用的面阵式偏振视觉传感器，搭建了基于

电动转台的实验平台，测试了定向算法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定向误差；然后，建

立了基于偏振光/VINS的组合导航模型，设计了自适应组合滤波算法；设计了组

合导航模型，完成了基于小型机器人的组合导航实验，验证了算法的精度。

4.2 移动机器人自主归位实验

4.2.1 实验环境与设置

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的导航和控制策略正确，我们设计了机器人的“闭环实验”。
机器人外出阶段，遥控操作机器人使其按照预定的轨迹行驶，并使用三种导航算

法来计算全局矢量；机器人自主返航阶段，分别使用三种导航算法计算的全局矢

量，结合本文设计的控制算法实现机器人自主返航。在机器人自主归位实验中，

如图 12所示，我们设置了 7个检查点，机器人从五点星点开始，依次经过每个

检查点，然后在三角形检查点停止，机器人总行程为 45米。

视/惯/偏振光 0.96 1.05

本文的方法 0.57 0.64

定向误差（度）

视/惯组合 1.17 1.26

视/惯/偏振光 0.84 0.92

本文的方法 0.2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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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实验场景图

4.2.2 实验结果分析

图 12的虚线是使用三种导航算法建立的全局矢量。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

导航算法具有不同的误差，因此它们并不相同。在图 13-a中，我们绘制了使用

不同全局向量进行自主归位的结果。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导航算法建立的全局

向量具有较高的归位精度。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的导航和控制策略，在相同全局矢

量下，对于我们的算法进行多次归位实验，如图 13-b所示。

图 12 全局矢量构建过程

(a)使用不同全局矢量 (b)使用相同全局矢量

图 13 自主导航轨迹

在表 5中，记录了各种归巢实验的误差。误差百分比表示的归位误差除以整

个轨迹长度的百分比。与其他导航算法相比，本文设计的导航算法建立的全局矢

量具有最小的归位误差，可以减小 74.35％的归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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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自主返航精度统计

算法 返航误差（米） 误差百分比（%）

视觉/惯性组合 1.91 4.24

视觉/惯性/偏振光 1.63 3.63

本文的方法

0.83 1.84

0.89 1.97

0.49 1.08

另外，使用本文设计的导航与控制算法进行机器人的自主归位实验，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导航/控制算法更好，平均归位误差为 0.73m，最大误差仅为

0.89m。

5 总结

受到沙漠蚂蚁的启发，本章的整体思路就围绕机器人自主归位实验展开。首

先设计了前端基于无人平台的全局矢量自主归位方法，阐述了基于本文中的传感

器全局矢量的构建方法，设计了控制回路，控制机器人自主归位；然后提出了基

于偏振视觉的图像增强方法，用于后端无人平台视觉匹配归位，针对设计的偏振

图像增强方法，做了实验验证。最后，设计了归位实验，综合验证了导航、控制

算法的有效性。

本项目有如下优点：

（1）被动式测量：不主动发射信号，隐蔽性好，适合于侦查、打击等作战

项目；

（2）抗干扰性强：偏振光罗盘测量的是大气偏振模式，难以被人工干扰，

项目实现过程只依赖自然信息，不依赖于任何导航信息和数据链，自主性极强；

（3）微小型化：目前偏振光罗盘可以做到手机摄像头的大小，显著降低组

合导航平台的体积、重量、功耗、成本等，应用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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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多功能智能交管机器人系统研发

作者：陈文军、魏雨晨 、赵依波、张丙坤

指导教师：沈利荣、孙海峰

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进步，然而交通拥堵、违章

行驶，闯红灯等现象已经成为了制约建设智慧宜居城市的关键问题。针对该问题，

本项目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多功能智能交管机器人系统。该系统结合北斗

导航定位、5G通信、计算机传感器等技术，设计集指挥、监测、通信、报警、

存储、查询于一体的智能化交管机器人群组，通过北斗精确定位和 5G通信实现

对城市交通的全域覆盖，对城市交通进行实时全时段的指挥和路况监测。本文以

32STM Arduino 为核心控制单元搭载北斗定位、5G通信、双目视觉、语音报警、

RGB LED 灯、六轴机械臂、全向移动底盘等模块设计多用途、多功能、多场

景的交管机器人硬件系统，开发数据采集终端和软件上位机显示终端。拥有协助

交警完成交通指挥，对违章车辆的抓拍上传，实现对城市交通路况的监测，通过

5G数据传输实现对城市全境的路况覆盖和路况信息共享的能力，具有实时性好、

工作时段长、安全性高、可靠性好、且具有减少人力物力成本的优势，重要的研

究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5G通信、交管机器人、 32STM Arduino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traffic jams, illegal driving, and red light
running have become key issues restri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nd livable cities.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this project designed a 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robot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The system combines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5G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ensor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design an 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robot group that integrates
command, monitoring, communication, alarm, Dtorage, and query, and realizes urban
traffic control through BeiDou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5G communication. Full-area
coverage, real-time all-time command and road condition monitoring of urban traffic.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STM32+Arduino is the core control unit equipped with Beidou
positioning, 5G communication, binocular vision, voice alarm,RGB-LED lights,
six-axis robotic arms, omnidirectional mobile chassis and other modules design
multi-purpose, multi-functional, multi-scene traffic management robot hardware
systems, and develop data collection terminals and software host computer display
terminals. It has the ability to assist traffic police in completing traffic command,
uploading snapshots of illegal vehicles, monitoring urban traffic conditions, and
realizing road condition coverage and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cross the
city through 5G data transmission. It has good real-time performance, long working
hours, High safety, good reliability, and the advantages of reducing the cos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mportant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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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由此带来了诸如交通事故、交

通拥堵、交通违法等问，严重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和进步。研究表明，我国的主

要城市的交管执法人员配比出现失衡，交警的人均管辖范围过大，基本上人处于

人力动态管控交通的模式，道路执法难度的加大，给一线的警务执法人员带来了

严峻的执法挑战和心理压力。因此建设合理高效的交管体系，利用技术手段协助

或替代交管人员执法均成为了当前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

图 1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及交通事故情况

为了建设智慧宜居城市，提高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减少交通事件的发生，

中共中央于 2019年 9月联合国务院发布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了交通运

输工程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并且将智能交通系统( ITS )发展过程中的

主要内容与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载运工具、人性化的服务系统等建设结

合到一起,为智能交通的发展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北上广之类的一线城市先后

建立了公共交通调度指挥、智能交通指挥中心、高速公路紧急事件管理、交通信

息和物流信息共用平台等智能化交通管理体系，随着我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各大城市建立智能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家庭管理体系成为了极为迫切

的需求。此外在诸如奥运会、世博会、国庆等重大国际国内的活动当中均提出了

对城市智能交通建设的要求，智能化的交通服务体系成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智

慧城市的必要之义。智能交通系统是将计算机，传感器，数据通信等技术相结合

的一种实时、高效并且准确的管控体系，是交通综合治理中将车辆、行人、道路

紧密联系，并且实时、高效、环保的综合体系。设计智能化交管机器人符合 ITS
的建设要求，也切合当前国家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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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城市交通现状

随着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逐步完善、5G网络的推广覆盖以及物联网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为建设全域立体化的智能交通管理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基于北

斗导航+5G组网的交管机器人群组将车辆的动态疏导、行人的合理管控、道路的

实时数据相融合，形成对车辆、人员、道路的综合管理，为出行提供智能、安全、

效率、享受、沟通的出行服务。更多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设备的运用将会有效地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推动智能宜居、平安法治的现代化城市建设。

1.2 研究意义

在国家建设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引导下，建设智慧、高效、畅通的交通管理体

系成为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本文研究的交管服务体系利用来自北斗定位系

统全天候、全天时提供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服务，实现交警机器人在

整个城市当中的分布定位，由此加强对城市交通指挥疏导的调度能力，建立数据

实时回传、指令及时下达的立体化城市交通管理体系。

在相关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设计基于北斗导航+5G组网的交管机器人展现

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该项技术具体的研究意义具有以下几点：

 有助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民用化和商业化推广，拓展北斗系统的应用

领域。

 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和 5G通信技术的结合有助于构建广域、立体化数据

通信网络，可实现不同区域交通路况的共享，推动城市建设现代化智能交通体系。

 作为可移动执法单元，交管机器人将有助于缓解交警的执法压力，降低

城市交通违法乱象。

 作为数据监测和数据采集设备，可监测各个交通段的车流量，车流数据

可作为城市交通建设的数据依据。

 作为自主查询设备，交管机器人可为行人提供城市导航服务(娱乐、美食、

住宿、旅游、办公等)，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

 全天候执法，极大的减少交管人员的工作，可提供 24小时的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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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斗导航系统
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介绍

图 3北斗导航系统空天示意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能够提

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从而采用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整个系

统由 35 颗卫星组成，通过融合导航与通信能力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

服务指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精确误差达到十米的精确授时、快速定位、测速服务；

授权服务指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实施导航、位置报告和短

报文通信服务。

2.2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工作原理

图 4 CNSS 构成图及工作流程

导航通信卫星、地面控制中心和用户终端为 CNSS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模式由图 4所示，导航通卫星为系统提供数据接发支持，地面控制中心完成

数据测量与参数校准，由此来完成卫星在轨运动姿态调整以及用户所用数据的实

时修正；工作部分由双星和地球坐标组成，双星同时向地面发送询问请求，由卫

星进行中继向用户转发响应信号，控制中心完成卫星所发数据的解调，根据用户

的请求进行相应的处理。

3 基于 G 组网的智能交管机器人系统设计方案
3.1 主要功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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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系统组成示意图

结合北斗导航定位、数据通信、计算机传感器等技术设计集指挥、监测、存

储、查询于一体的交管机器人群组，通过北斗精确定位和 5G通信实现对城市交

通的全域覆盖，对城市交通进行实时的疏导指挥、路况监测，系统组成如图 5所
示。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交警机器人作为可移动执法单元，利用全向移动底盘，可实现灵活移动，

可位于的十字路口代替交警执勤，也可位于人行横道管控行人遵守交通法规，还

可以位于事故高发、车流量大的路段进行交通疏导。

 机器人配备多关节机械臂，可实现代替交警完成交通指挥。

 机器人配备语言模块，将路口的信息变化和指挥指令实时的传达给用户。

 机器人具备两种模式，当路口的车流正常时，机器人的指挥指令和路口

交通灯的变化同步；当车辆高峰期时，机器人将于道路指挥中心进行实时的通信，

根据道路情况实时的下达路口指挥指令。

 机器人将配备双目视觉系统，实现交通路况的实时回传、车辆违章的抓

拍上传、实现路口 24小时监控。

 机器人搭载多传感器模块，将实时监测自身的电量配备情况、温湿度等。

 结合北斗定位功能，获取位置信息，便于对单个机器人的管理。

 配备通信模块，实现机器人定位信息和所处路段监控信息的上传储存。

 实现不同路口交警机器人的组网和信息的共享，更加有助于交通管理。

3.2 系统整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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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系统运行流程图

本系统由 STM32单片机和 Arduino板组成 CPU中央处理单元，连接有北斗

定位模块获取位置信息，双目视觉单元模块进行信息交互，同时还有六轴机械臂

和 RGB-LED灯指挥单元进行交通指挥，其中语音播报模块同步进行语音提醒，

最后 LCD显示器将实时内容进行显示。系统运行流程如图 6所示。

3.3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方案

3.3.1 系统硬件设计总体电路图

对于多模块、多功能系统来说，简易高效的硬件系统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部

分，而电路的设计往往可以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降低系统设计的复杂程度。基于

上述设计要求，本文将多模块单元进行集成设计，围绕主控单元进行模块化布局，

系统充分考虑进行多模块单元控制的情况下，引脚资源、总线资源和空间资源的

分配以及为后续的开发预留资源等问题。如图 7所示为系统硬件电路原理设计图，

图中采用 32 103 6STM F ZET 为核心控制器，充分利用该系列芯片资源丰富、处理

速度快等优点。显示模块端采用的分辨率为 800*480 的 TFT 液晶显示屏，兼容

32 103 6STM F ZET 控制器。视觉模块端选用高集成化、可编程、可串口通信的

OPEN Mv摄像头模组，可兼容 32 103 6STM F ZET 完成控制和数据通信。定位模

块端采用 ATK-S1216F8-BD，模块自带 IPX接口，具有极佳的兼容性，可实现模

块间串口通信。数据传输端暂采用 4G通信模块，该模块具备高度易用性，可供

用户进行方便快速的集成，此外在拓展端，外配多种传感器，如温湿度、报警、

蓝牙、语音等模块，该电路的设计丰富和拓展系统功能，但并没有的增加系统设

计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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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系统硬件设计总体电路图

3.3.2 系统各模块硬件电路设计实现

1)核心控制单元电路设计

核心控制单元选用 32 103 6STM F ZET ,该系列芯片使用 3ARM Cortex M 
的 64位 RISC内核，工作最高频率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具有丰富的增强

型 I/O 端口和总线。该系列内嵌经出厂的 8MHz 的 RC 振荡器、串行单线调试

（SWD)和 JTAG接口，还包含有多达 8个定时器，3个 16位定时器，2个看门

狗定时器，系统时间定时器，2个 I2C 接口(支持 SMBus/PMBus)，3个 USART
接口（支持 ISO7816接口，LIN，IrDA接口和调制解调控制）和 2个 SPI接口(18M
位/秒）。外观图如图 8所示，设计实现电路图如图 9所示。

图 8核心控制单元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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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核心控制单元电路设计图

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控制北斗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指挥单元模块以及双目

视觉单元模块，确保可以在 LCD上实时显示动态交通情况。北斗模块得到位置

信息，核心控制单元和双目视觉单元进行信息交互，同时指挥单元和语音播报模

块进行紧急交通指挥。

2)北斗定位和 4G传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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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K-S1216F8-BD 。

ATK-S1216F8-BD 模块是一款高性能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模块采用

S1216F8-BD 模组，体积小巧，性能优，可通过串口进行各种参数设置，并保存

在内部 FLASH，使用方便，模块自带 IPX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有源天线，模块

兼容 3.3V/5V电平，方便连接各种单片机系统。该模块同外部设备通信采用串口

方式，定位数据采用 NMEA-0183协议，主控通过 STM32F103 的串口接收数据

帧进行解析，最终通过 LCD液晶屏显示。ATK-S1216F8-BD外观图如图 10所示，

定位传输单元电路原理图如图 11所示。

图 10 北斗定位模块和 4G 传输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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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北斗定位模块和 4G 传输模块电路设计图

北斗定位模块主要监测交警机器人的位置信息，实时掌控机器人位置，便于

管理，4G传输模块将信息传输到核心控制单元，从而进行交通指挥和显示。

3)视觉单元模块电路设计

该模块采用 STM32H743VIT6芯片进行视觉单元交互。STM32H7开发板主

要特性包括：内核基于 32 位 Cortex-M7内核，内置双精度 FPU及 L1 缓存，最

高主频 400MHz。存储最高 2MB的 FLASH存储空间，最高 1MB的 SRAM存储

空间。安全特性，支持 ROP，PC-ROP等存储保护机制，固件防破解能力大大增

强。外设及GPIO多达 168个GPIO口，其中的快速GPIO接口可以运行于 133MHz
频率之下灵活的电源管理 3个独立的工作域(D1,D2及 D3)分开供电，性能与功耗

之间可以随意取舍;POR,PDR,PVD及 BOR等传统技术依旧可用。其它功能高达

22个定时器，除了传统的定时器之外，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及低功耗定时

器(LPTIM)使得应用起来更灵活;高达 35 个通信外设，涵盖 I2C、SPI 及 UART
等诸多应用。

视觉单元模块外观图如图 12所示，视觉单元模块电路原理图如图 13所示，

图 12 视觉单元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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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视觉单元电路原理图

双目视觉单元含有 OPEN MV识别摄像头和监控摄像头。其中 OPEN MV识

别摄像头具有以下特点：

 集成化、可编程的机器视觉模块

 适合在机器人，智能车，以及其他机器视觉应用

 软件和硬件完全开源

 STM32F4系列单片机，高效、低功耗

 OV7725摄像头芯片

 用 C语言高效地实现了核心机器视觉算法

 提供 Python编程接口，不需要 C语言知识，便于开发

4)LCD信息显示单元电路设计实现

图 14 LCD 显示模块硬件电路图和硬件实物图

TFT-LCD 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它与无源 TN-LCD、STN-LCD 的简单

矩阵不同，它在液晶显示屏的每一个象素上都设置有一个薄膜晶体管（TFT），
可有效地克服非选通时的串扰，使显示液晶屏的静态特性与扫描线数无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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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图像质量。TFT-LCD 具有：亮度好、对比度高、层次感强、颜色鲜

艳等特点,是目前最主流的 LCD显示器。

5)综合传感器单元电路设计与实现

图 15 综合传感器单元电路设计图

该单元将多种传感器进行集成式管理，实现外部对外部环境数据采集的同时

进行内部数据向外部环境的反馈，该部分主要包括温湿度传感器模块、LD3320
语音模块、码标识别模块、蓝牙模块和一个 USB数据下载接口。

其中，LD3320芯片是一款“语音识别”专用芯片。该芯片集成了语音识别处

理器和部分外设电路，包括麦克风接口、AD、DA 转换器、声音输出接口等。

该芯片高效节能，不需外接任何 FLASH、RAM等的存储芯片，直接集成在功能

所需的器件即可以实现语音识别/声控/人机对话功能。另外，可以任意动态编辑

识别的关键词语列表。LD3320语音模块实物图如图 16。

图 16 LD3320 语音模块实物图

HC-05蓝牙串口通讯模块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命令响应工作模式和自动连接

工作模式，在自动连接工作模式下模块又可分为主（Master）、从（Slave）和回

环（Loopback）三种工作角色。当模块处于自动连接工作模式时，将自动根据事

先设定的方式连接的数据传输；当模块处于命令响应工作模式时能执行下述所有

AT命令，用户可向模块发送各种 AT指令，为模块设定控制参数或发布控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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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该蓝牙模块用于本地数据的无线传输。

图 17 蓝牙模块和 DHT11 温度传感器模块

DHT11传感器工作电压范围：3.3V-5.5V，工作电流：平均 0.5mA，输出：

单总线数字信号，测量范围：湿度 20-90％RH，温度 0-50℃，精度：湿度±5%，

温度±2℃，分辨率：湿度 1%，温度 1℃。DHT11数字湿温度传感器采用单总线

数据格式。单个数据引脚端口完成输入输出双向传输。其数据包由 5Byte（40Bit）
组成。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 40bit，高位先出，

它的数据格式为：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t温度整数数据+8bit
温度小数数据+8bit 校验和。HC-05 蓝牙模块和 DHT11 传感器模块实物图如图

17所示。

3.4 交警机器人机械设计方案

机械设计关乎整个系统的布局布线、外观的美感以及系统运行的平稳性和持

续性，因此机械设计至关重要。该系统的机械材料采用柔韧性较好的铝型材，在

减重的同时保证机械的耐磨性。移动底盘部分，采用步进电机和麦克纳母轮作为

动力组合实现了机器人万向运动。各关节的连接处采用 L型连接片固定，腿部采

用铝型材方管连接底盘和上肢。设计空间较大胸腔，预留电路和布线空间，胸腔

前端设置 RGB三色交通信号灯和 LCD显示显示口。指挥部分设计 6轴机械臂，

完成动作指挥，设计类人头部预留双目视觉窗口和语音播报窗口，如图 18为交

管机器人机械设计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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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机器人机械设计外观图

3.5 硬件数据管理终端设计方案

图 19 硬件数据管理终端设计电路原理图

图 20 硬件数据管理终端设计实物图

数据的获取、存储以及传输是整个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交管机器人设计的

理念是实现对整个城市交通状况的监管，充当一个可移动、可执行的数字化管理

单元，如此便涉及到多种重要数据的采集和管理，因此，硬件终端的设计开发十

分的必要。如图 19和图 20所示分别为硬件数据管理终端的设计电路图和实物图，

该硬件数据管理将实现来自北斗定位端的数据采集以及各传感器采集到的外部

环境的数据并通过 4G传输模块上传至上位机。

4 软件上位机总体设计方案
4.1 网络服务器设计方案

LabVIEW提供了强大的网络通信功能，包括TCP UDP DataSocket、 、 等，其

中基于TCP协议的通信方式是最为基本的网络通信方式，此次服务器的开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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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TCP协议，TCP是 /TCP IP中的一个子协议，它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多个协议

组合而成的协议簇，TCP使用不可靠的 IP服务，提供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

传输层服务，大部分基于网络的软件都采用了TCP。在 LabVIEW中，主要利用

TCP侦听、打开TCP连接、读取TCP数据、写入TCP数据、关闭TCP连接等函

数，开发的服务器程序主要是接收来自车载硬件终端 4G模块所发送的数据，同

时将数据转发至管理监测端进行显示。

图 21 网络服务器底层设计图

4.2 网络端管理监测显示设计方案

网络端管理监测同样使用 LabVIEW提供的网络通信共呢，使用了TCP通信

协议，主要是接收来自服务器转发 4G模块的数据，并进行解析显示，开发的管

理监测端底层设计如图 22示。

图 22 网络端管理监测显示底层设计图

4.3 本地端显示设计方案

本地显示端主要利用 LabVIEW提供的串行通信技术，串行通信是一种目前

仍较为常用的传统通信方式，LabVIEW中用于串行通信的节点实际上是VISA节
点，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LabVIEW将这些VISA节点单独组成一个子选板，包括

8个节点，分别实现配置串口、串口写入、出口读取、关闭串口、检测串口缓冲

区和设置串口缓冲区的功能。本地显示端开发底层设计图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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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本地显示端开发底层设计图

5 系统测试与性能验证
5.1 系统户外性能测试与验证

图 24 系统整体性能测试验证

如图 24所示，机器人系统经户外测试验证，如图中(1)所示，视觉监控系统

可实现对路况昼夜实时监控，且监控效果良好；如图中(2)所示，视觉识别系统

可实现对红绿灯在线识别，且阈值提取效果良好；如图中(3)所示，指挥单元中

红绿灯与六轴机械臂完成道路指挥，当绿灯亮起时，机械臂执行通过路口手势，

语音模块完成播报，实测证明，指挥单元运行良好；如图中(4)所示，移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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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步进电机驱动麦克纳母轮实现，实测表明，移动单元驱动工作良好，可实现

360度各个方向的移动；如图中(5)所示，LCD获取北斗定位模块、温湿度模块、

速度检测模块的数据并加以显示，实测证明 LCD显示效果良好。综合以上所述，

机器人整体系统户外测试效果良好，各模块可完成指令配合，可在路口完成交通

指挥、数据采集及数据回传。

5.2 硬件性能测试与验证

图 25 硬件终端数据读取测试与验证图

当系统开启之后硬件端会进行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如图 25所示，LCD可准

确显示该时的时间以及当地的经度、纬度以及海拔高度，并且显示了当前提供服

务的卫星号，经测试表明北斗定位模块实现了位置数据的获取，数据采集端成功

的解析了当前获取的数据信息。

同时，在 LCD 显示端可以看到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湿度、系统运行速度

以及传感器的运行状态等数据，DHT11运行状态良好，采集到温度值为 27℃，

湿度 30％，静态调试速度为 0.0Km/h。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均与实际情况吻合,
经测试证明传感器运行状态良好，数据传输端的运行状态良好。

在硬件端，通过按键设置，可进行传感器运行模式的选择，如图 24所示在

显示端可进行模式可视化选择，此外通过数量监测传感器可获得通过车辆的数量，

并且可实现动态叠加。

综上，经验证，系统硬件功能均可实现且运行状态良好。

5.3 上位机软件性能测试

如图 26所示为上位机设计界面，编号 1模块所示为数据接收端口，图示可

见数据接收端口可正常接收硬件端传输到上位机的数据；编号为 2的模块所示为

串口信息，图示可见数据传输所用串口为 COM5端口，波特率为 38400，所传数

据为 8位数据流；编号为 3的模块为北斗定位数据和温湿度数据的可视化界面，

图示可见，所显示数据均与硬件 LCD端对应；编号为 4的模块报警显示、数据

图示化和连接网络界面；编号为 5的模块为上下位机交互界面端，可实现上位机

对传感器模式的选择，关闭上位机、停止数据解析等指令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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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上位机本地端数据采集显示

经户外测试表明，各模块功能均已实现，且模块间配合状态良好，硬件数据

采集终端可实现数据采集，软件上位机设计符合要求。

6 创新点与前景展望
6.1 该项目的创新点

 在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的基础上添加 5G通信技术，将北斗的高精度与 5G
的高速度相结合，使交管机器人系统更加智能化。

 系统添加的双目视觉模块和多传感器模块，在实时监测交通信息的同时

可以显示自身电量、温湿度等。

 除以上模块以外，机器人还增加了语音报警、 —RGB LED灯、六轴机

械臂、全向移动底盘等模块，真正意义上代替交警完成指挥。

6.2 应用前景

在无人驾驶技术逐步发展成熟之下，无人化执法势必也会随之而来，交管机

器人在实现交通指挥的基本功能上，实现了位置的实时定位以及数据的回传，配

合后端的可视化监测设备，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服务管理系统，此外，诸多新型

传感器的使用极大的丰富了该款机器人的应用前景。主要的应用有以下几点：

 可实现在机场、车站、海关、口岸等重要场所的无接触式监管

 可实现在重大活动、重大会议等场合的人员疏导和指引

 可在大型商场等娱乐场所提供查询和引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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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展望

未来，在北斗定位技术持续完善，北斗民用化不断推行以及 5G通信设施不

断普及覆盖之下，交管机器人作为交通服务的“前哨兵”，其用途、管辖范围以及

数据传输量和数据传输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作为交通数据采集设备，有望成为

建设智能交通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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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无人机轻量化检测平台的灾后应急响应方案

作者：姜万冬、陈雪蓉、冯钰璇、谢大帅

指导教师：席江波、李振洪

学校：长安大学

【摘要】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灾害多发，各类灾害严重威胁着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如何快速进行应急救援响应，恢复和保

障灾区通讯，对顺利展开救灾工作至关重要。

现有灾情信息提取，往往利用遥感影像人工目视解译，无法实现实时快速提

取。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自动检测，则需要获取影像后，在后台工作站训练学习模

型，才能开展检测工作。于是本方案以无人机为平台，采用多传感器北斗导航系

统和卡尔曼滤波算法实现无人机精准定位；同时搭载了深度学习轻量化检测模块，

用于实现灾情信息的快速检测和提取；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短报文服务将获取的地

质灾害类型、路障、受困人员的位置信息实时传输至应急救援中心。最后，救援

中心根据采集和检测到数据进行应急救援地图快速成图，实现受困人员精准救援

和对潜在次生灾害进行监测预警。

本方案通过北斗无人机轻量化检测平台，能够实现无人机飞行过程中灾情信

息的实时检测和传输，有效提高了灾情信息的提取速度，有助于灾害的快速应急

响应。

【关键词】无人机；轻量化检测；应急救援；北斗短报文；卡尔曼滤波

1 背景

我国地质灾害频发，每年因地质灾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2019 年全国地质灾害通报》，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6181
起，造成死亡 211人、失踪 13 人、受伤 75 人，直接经济损失 27.7亿元。为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进行灾前预报、灾后快速应急救援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利用无人机搭载各种传感器来获取环境信息的技术在灾害监测与救援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人机遥感获取的灾区影像信息可以为灾情评估与救援工

作提供基础数据[1]。特别是无人机具有超低空飞行、强实时性、高机动性的优点，

能够有效弥补遥感卫星困难以获取被云层遮挡的地物信息、且获取影像时效性低

的缺陷[2]。2010年重庆市发生滑坡，利用无人机获取灾区数字图像，精确计算出

滑坡体与灾后形成堰塞湖的体积，给救灾人员提供给了准确翔实的数据[3]。

在地质灾害研究领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以其高精度、全天候、自动化的监测优势，成为了灾害监测预警的重要

方法[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 BDS）是 GNSS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正式提供服务后，监测精度可达到水平方向 1mm，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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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2mm内，使得北斗系统可以在监测灾害中发挥重要作用[5]。相比其他卫星

导航系统，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是其最具特色的功能。重大地质灾害发生后，

面对灾区通信基站受损、电缆光缆断裂，出现无法与外界进行通信的情况时，北

斗短报文通信技术不受地面通讯设备的影响，可以将灾区状况等信息传递给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保证救灾工作顺利展开。四川雅安峡口滑坡中，地表位移、降雨

量、滑坡深部位移等监测数据均通过北斗卫星实时传送至北京监测中心进行研究

分析[6]；汶川地震中，北斗一号在灾区常规通讯几乎全面瘫痪的情况下，提供了

短报文通信服务，及时传送了震中受灾信息[7]。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处理领域，如图像分类[8]、目标检测[9]、图像

分割[10]等取得了系列成就，部分学者开始考虑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滑坡识别上

来。Shi 等人[11]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实现

了香港地区凌峰山和大屿山地区的滑坡大面积快速检测。

本方案将无人机与北斗相结合，设计了基于北斗短报文通信的灾害轻量化检

测方案，能快速对灾害类型、受困人员、交通路障进行检测，并将检测信息通过

北斗短报文功能实时传回到地面应急响应中心，辅助于应急救援、灾情地图制作、

潜在灾害监测等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应急响应的救援效率。

2 需求分析

灾情发生后，及时获取受灾区域相关信息对于展开应急救援工作尤为重要。

传统获取手段是利用遥感卫星[12]，该方法具有可以大范围地获取灾区信息的优势。

但灾情发生后，通常伴随复杂的气候条件，该方法一是无法获取云层下地物信息，

成像质量受气候影响较大。其次，获取影像的时效性受制于卫星运行周期，无法

确保灾后短时间内所有灾区范围都有高质量遥感影像可用。无人机具有机动灵活、

实时性强、超低空飞行的特点[13]，能够有效弥补上述缺陷。然而，无论是遥感影

像还是无人机影像，都需要进行人工对灾害类型、受灾人员、交通路障等进行目

视解译，效率低下，延误应急救援的最佳时效。

将深度学习技术运用到滑坡检测上，可以实现大区域范围内滑坡的自动化检

测，能较好地满足灾害的应急响应要求[14]。然而，利用深度学习检测地质灾害，

往往需要将遥感影像或者无人机影像回传到地面，进行数据标记，再利用深度学

习工作站进行模型训练，无法进行实时灾害检测。另一方面，深度学习检测模型

往往结构复杂，参数庞大，对计算资源和硬件设备要求较高，无人机的荷载、供

电、芯片处理能力往往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因此，本方案将深度学习轻量化检测模型Mobile Net嵌入到北斗无人机上，

利用迁移学习[15]方法，加入少量现场样本微调已有模型参数，大幅减少了模型训

练所需的计算资源和训练时间，实现了无人机飞行过程中灾害在线实时检测，极

大地提高了灾情信息快速提取的效率，降低了现场专家灾害解译的工作量[16]。

此外，重大地质灾害往往会造成灾区通讯设备破坏，导致灾区部分区域无法

与外界联系，从而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应急救援工作。传统的无人机采用 GPS全

球定位系统，利用 GPS与惯性测量单元（IMU）融合提供无人机飞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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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姿态信息[17]。而 GPS系统只具备单向接收信号的功能，无法将无人机获取的

信息进行实时回传。短报文通信(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作为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独有的技术[18]，可以实现用户之间的双向通信。因此我们采用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BDS）特有的短报文服务，该系统能准确稳定的计算无人机的位置信息，

并将信息通过北斗短报文服务实时回传应急响应中心，极大的提高了灾后应急响

应的实时性。另一方面，导航系统和惯性测量单元能提供无人机所需的位置和姿

态信息，却因信号接收不稳定影响其准确度，多传感器的组合导航系统可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组合 BDS、IMU以及气压计、磁力计、激光雷达、光

流传感器的导航系统，并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融合 BDS导航信息和惯性信息建

立模型进行稳定精确导航。

3 总体框架
3.1 技术路线

本文基于北斗导航及其短报文通信功能，设计了无人机应急响应平台，实现

了北斗导航无人机与轻量级目标检测结合，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有效改善无人机

飞行过程中状态参数获取不稳定的问题。首先，利用轻量化检测模型Mobile Net
检测出灾害信息；其次，通过北斗短文通信功能将灾情位置信息快速回传应急响

应中心；最后，救援中心根据采集和检测到数据进行应急救援地图快速成图，精

准受困人员救援，对潜在次生灾害进行监测预警等目的，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北斗短报文和无人机的快速应急救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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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组成

此系统包括北斗无人机轻量化目标检测模块、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灾害监

测及灾害救援模块，每个模块彼此独立，通过数据流动实现结合，具体如图 2所
示。

图 2 北斗无人机灾后应急响应系统组成图

4 概要设计
4.1 北斗无人机轻量化检测模块

4.1.1 无人机轻量化检测软件模块设计

传统的目标检测算法网络模型参数量巨大，对硬件的计算性能要求过高，无

人机嵌入设备不满足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所需要的计算性能要求。随着轻量化目标

检测算法出现，有效地减少了卷积神经网络所需要的计算资源，使得无人机实时

目标检测成为了可能。

本系统采用Mobile Net模型，该模型是谷歌在 2017年提出一款专注于嵌入

式设备上的轻量级卷积神经网络。Mobile Net率先提出了深度可分离卷积，如图

3所示。深度可分离卷积分为两个步骤：逐通道卷积与逐点卷积。逐通道卷积是

利用三个卷积分别对图像的三个通道进行卷积，输出三个通道的属性；逐点卷积

通过一个 1×1×3的卷积核对上步卷积结果进行二次卷积，并输出结果。

图 3 深度可分离卷积

我们首先对常见灾害样本（滑坡，泥石流、崩塌等）、路障、受困人员进行

标记如图 4所示，标记利用的软件为 roLabellmg，得到大量、各种类型的地质灾

害标记样本。标记完成后，将图像进行归一化和标签处理，在图像不失真情况下，

将输入图片的大小调整为 224×224×3，将数据集中的 90%用于训练，10%用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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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评估模型精度进而利用Mobile Net模型对标记数据训练。

图 4标记示例

Mobile Net模型训练时采用分批次训练，一个批次为 8张 224×224×3图片，

第一层为 3×3 完全卷积层，步长为 2，对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并将尺寸变为

112×112×16；然后进入带有 bneck结构的 3×3卷积层，步长为 2，图像尺寸变为

56×56×16；第 3层也为带有 bneck结构的 3×3卷积层，步长为 2，特征提取后图

像尺寸变为 28×28×24；第 4层为带有 bneck结构的 5×5卷积层，步长为 1，对图

像进行特征提取，图像尺寸不会发生变化；随后接下来的 8层网络为带有 bneck
结构的 5×5卷积层，对图像进行特征提取成为 7×7×960的图像；7×7×960图像将

特征进行池化，然后通过 1×1卷积抽取用于训练最后分类器特征，将受困人员、

地质灾害、路障的特征提取，精确检测出目标信息。如图 5所示:

图 5 Mobile NetV3 技术流程

4.1.2 无人机轻量化检测硬件模块设计

无人机平台目标检测系统总体结构形式为机载相机获取地面影像，影像由机

载信号处理板对其进行目标检测，并将检测出的地质灾害、路障信息、受困人员

位置信息传输给地面基站，该系统主要包括飞控子系统，机上子系统和地面子系

统，具体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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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无人机轻量化检测系统

飞控子系统，包括搭载云台和照相机，主要通过传感器获取图像资料。搭载

云台是无人机用于安装、固定相机等任务载荷的支撑设备。在对地观测我们选择

禅思 X5R相机，并搭载 1.8寸 512G移动固态硬盘，配备大尺寸传感器，能拍摄

1600万静态照片。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是利用红外探测器、光学成像物镜和光机

扫描系统接受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能量，得到灾区内的人员分布，在救援过程中

提高救援效率。

机上子系统，包括目标检测处理器和图像压缩信号处理器，目标检测处理器

硬件的架构和芯片资源的选取由轻量化检测算法的运算量决定。图像压缩信号处

理器包括，目标检测信号处理器和图像信号处理器。目标检测信号处理器对采集

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实现目标检测算法；图像信号处理器将相机采集的目标坐

标信息进行压缩并利用北斗短报文通信功能将数据传给地面基站。

地面子系统，主要作用是图像的解压缩、数据传输、地面显示屏控制。地面

子系统可实时将目标检测结果传输到地面显示屏中，地面基站操作员可及时了解

地灾情况，以规划救援路线和评估灾害损失。

轻量化检测模型可在 FPGA嵌入式终端平台上实现，在灾区中利用高分相机

采集图像，传入主储存器中，由 Cortex-A15经过预处理后传输给 FPGA 进行目

标检测，FPGA将目标检测信号传输到机载云台，在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传递到

地面基站。图 7为硬件整体架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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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轻量化检测分割硬件整体架构框图

4.1.3 迁移学习解决小目标检测

由于路障、地质灾害、受困人员难以获取较大的数据集作为训练样本，为了

提高训练模型的效果，我们提出采用迁移学习的方法，通过学习过的任务中转移

可利用知识，从而解决新的学习任务。我们通过训练已有的航空数据集，获取训

练模型的权重，并提取出来，迁移到我们需要的训练网络中，就避免了需要大量

样本进行神经网络训练的过程。

由于航拍影像有其尺度多样性、视角特殊性、多方向、背景复杂等特点，因

此需采用相似的数据集做训练。本方案中我们采用武汉大学发布的 DOTA数据

集，作为迁移学习的训练样本。DOTA 数据集是用于航拍图像中的目标检测的

大型图像数据集，其包含 2806幅航拍图，以及 15个类别的详细标注，如图 8所
示。

图 8 DOTA 数据集标注

采用 DOTA数据集对 Mobile Net 进行训练，保存训练后的模型，以获取预

训练权重。然后冻结Mobile Net全连接层之外的所有层，对网络增加池化层和密

集连接层，用实时检测的图片对网络增加的层重新进行训练，最后获取检测目标

信息。由于最初的几层网络捕获的是形状、边缘等基础特征，可以保证这些特征

权重不变，让网络在训练过程中重点学习新数据集的特有特征，微调模型头部的

模型权重，可有效解决小目标检测的问题。

通过在大数据集上经过训练的预训练模型，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相应的结构和

权重，应用到我们的目标地物检测中。由于 DOTA数据集数据量较大，我们选

择对全连接层以外的所有层进行冻结，加入一层全局平均池化，三层密集连接层，

以及一个 Softmax层做预测，加入预测的路障、自然灾害、受困人员 3种目标数

据对编译后的模型做再次训练。最后用再训练后的模型对实时获取的无人机影像

进行预测，利用迁移学习实现动态预测的效果，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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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迁移学习流程

4.2 北斗无人机短报文通信

4.2.1 基于北斗系统的无人机云平台

北斗短报文模块支持用户之间的双向通信（图 10）：基站和卫星之间可以实

现终端与终端、终端与控制端的双向通信。该模块具有实时性好、适应性强，且

能够提供所在位置的经度、纬度与高程。截止目前，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功能已

实现升级，既可传输文字，也可传输语音和图片，进一步扩大了北斗短文通信功

能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应用。

图 10 北斗短文通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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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4.2.1.1 无人机北斗短报文响应

无人机在灾害发生后具有快速响应，灵活机动的特点。搭载北斗云平台的无

人机设备可以对灾区快速航拍，用轻量级化快速目标检测模型排查路障，地质灾

害，及受灾人员。在灾后普通通信方式瘫痪的情况下，无人机和控制平台可通过

北斗卫星及基站实现即时通信，将检测到的灾害信息传回地面中心，其实现方式

如下，如图 11所示。

图 11 基于北斗短报文和无人机的快速应急救援流程图

（1）航飞无人机通过基站提供的信号执行航飞任务，通过基站和卫星提供

的信号获取自身位置信息；

（2）航飞无人机通过机上子系统目标检测处理器，快速检测每张航飞影像，

获得受困人员、路障及灾害信息。

（3）通过无人机北斗组合导航系统模块获取该影像的像主点信息；

（3）卫星将接收到的信息传送给基站；

（4）基站将该位置信息传送至控制平台；

（5）控制平台将获取到的灾害地点，救援位置，发送给卫星；

（6）卫星将需要救援的位置信息发送至基站；

（7）基站将信息发送给救援无人机。救援无人机在获取到位置信息后进行

监测设备抛投和救援物资投递。

4.2.2 无人机北斗导航系统搭建

4.2.2.1 4.2.2.1 导航系统模块

无人机导航系统主要用来测量和估计其飞行中的姿态、加速度、位置以及传

感器的各种补偿系数。由于灾后环境复杂，为避免无人机与基站之间通信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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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噪声复杂等因素，我们需要采用多种传感器，并对这些参数进行组合（图

12），根据最优算法，估计出理想的参数值。

导航系统是无人机航飞系统感知的核心单元。惯性测量单元（IMU）包含了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分别用于测量飞行中的加速度和和角速度。气压计可利用测

量数据与初始海拔做插值来计算海拔高度，其测量值与压强温度有较大关系，因

此测量中数据波动较大，需要对测量噪声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以适应灾害复杂环境

下的场景应用需求。磁力计测量磁场数据，根据磁场矢量辅助计算飞行器的姿态，

避免受到灾后环境中异常磁场产生的影响。激光雷达主要用于飞行器避障，其抗

干扰性能较强，测量距离较远，受影响小，可用于地图构建和导航。光流传感器

用于测量速度和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北斗导航传感器的功能，在导航系统受

到干扰时可以估计速度，位置等参数量，提高整个系统的鲁棒性。

图 12 基于 BDS 的无人机组合导航系统

4.2.2.2 4.2.2.2 导航系统中的滤波算法

使用互补滤波算法对含噪声信号进行处理。即组合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

将两者处理结果做平均处理，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如图 13所示。结合磁力

计和陀螺仪，通过互补滤波算法加权确定滤波后的姿态角，用于解算无人机飞行

中的姿态和相对高度等。

图 13 互补滤波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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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ing）是一种估计系统最优状态的算法。利用线性

系统状态方程，将输入信号中的系统误差和环境引起的误差降低，逼近最优估计。

我们构建输入信号中已知参数和隐藏变量的关系函数，将获取的观测量组成观测

方差，采用卡尔曼增益方程来估计北斗无人机导航系统的参数。其中，卡尔曼滤

波增益是根据前一次测量的估计不确定度和当前测量的不确定度组成卡尔曼增

益方程，动态更新飞行参数。

图 14 卡尔曼滤波算法流程

在本方案中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实现流程如下：

（1）首先根据测量数据值和测量数据不确定度获取量测矩阵和状态转移矩

阵；

（2）通过系统初始状态和估计初始不确定度获得协方差矩阵初值和状态量

初值；

（3）计算卡尔曼增益；

（4）根据量测向量、卡尔曼增益以及修正状态量，得到该更新周期的状态

估计值；

（5）更新协方差矩阵；

（6）根据状态更新矩阵、协方差外推，预测下一周期状态量；

（7）根据状态更新矩阵、协方差外推，预测下一周期协方差矩阵；

（8）迭代动态更新参数。

4.3 灾害监测及灾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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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灾害检测及预警

4.3.1.1 4.3.1.1 灾害隐患点排查

首先，利用处理后的无人机正射影像，数字地表模型以及地表坡度坡向等因

子分别对孕灾环境稳定性、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脆弱性进行综合分析，根据

实际的灾区地质条件确定风险评估灾害类型以及风险评估指标；选择合适的风险

评估模型，确定权重、构建评估规则，进行风险等级判别并筛选出潜在地质灾害

可能发生的区域；最后，邀请相关专家对潜在灾害进行目视解译，实地排查重点

区域的安全隐患，如危险边坡、挡墙、震坑水库等。针对高风险地区做好防护措

施和监测预警工作，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3.1.2 4.3.1.2 灾害隐患点监测及预警

地质灾害发生前后很多气象、地质因素会发生变化，人们通常采集地表磁场、

地下水位、气象等信息作为地质灾害预警的数据依据。本文对滑坡的监测使用的

是静态相对定位方法。其基本步骤如下：

（1）按照滑坡变形测量的精度要求在疑似滑坡地区布设监测基准点，在基

准网点和监测点中架设测站，测站间无需通视。

（2）将滑坡体周围的基准网点、监测网点等分划成不同的监测网，对各个

监测点的位移进行持续监测。

（3）监测得到的位移数据可以通过北斗短报文传送到远程监控中心或灾害

防控中心，利用基准点的平差后坐标作为基线解算的起算坐标，利用北斗系统发

布的精密星历进行基准网解算，从而得到监测点位的三维变化量。在变化量超过

设置阈值时进行报警。

4.3.2 北斗+无人机指导救援活动

针对无人机灾区飞行过程中检测出的地质灾害，交通路障，受困人员，一方

面可将检测信息分别对灾害类型、强度、规模、破坏损失程度等信息进行统计和

评估,为应急救援地图制作和灾后安置与重建等空间部署工作提供参考。另一方

面利用无人机可对受困人员实现精确救助。救灾指挥中心远程操控无人机精确定

位至受灾地点，获取图像数据并通过北斗短报文通讯等方式发送至救灾指挥中心，

对受灾情况做出初步判断，根据受困人员实际情制定救援方案。

4.3.2.1 4.3.2.1 应急救援地图制作

依赖于多角度无人机影像，进行相片纠正、空三加密处理，生成对应区域的

数字高程模型与正射影像图，用以制作应急救援地图。通过倾斜摄影相机同时从

垂直和倾斜角度全方位的环境拍摄，生成三维模型，清晰准确地表达出各类灾情

的位置，受灾情况等，为灾情评估以及灾害的应急救援指挥工作提供参考。最后，

针对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实时检测出的交通破坏情况，应显著标记，以便合理规划

应急救援路线。关键影像与其他数据的结合，可以构建灾情现场的三维场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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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分为三维场景、地理场景与灾害场景，便于进行灾情可视化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无人机影像得到的三维点云数据后进行点云变化分析，可精

确反映滑坡的三维特征，构建高精度三维实景模型，进行滑坡灾害的识别与监测，

在模型对监测点位移做出分析认为其可能发生滑坡时提供预警。

4.3.2.2 4.3.2.2 应急救援物资投放

救援人员因路障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进入灾区进行救援活动时，无人机可以

先一步向受灾群众投放救援物品，以保证其可以继续生存。同时，无人机还可以

为救援人员投放救援急需的设备、器材等，如一些方便进入狭小空间内进行搜寻

的仿生机器人，结构的小巧使得其续航能力有限，使用无人机投放可以最大程度

上节约救援机器人的能源，提高搜救效率。同时，无人机可以利用高清图传设备，

了解被困人员的基本信息。无人机进行物资空投时，首先与受困人员进行筛选和

联系，确认需要投递的物品和地点；其次，根据上述信息制定飞行路线，并将路

线输入到无人机的控制器中；将所需设备和物资装载至无人机后并进行调试后，

便可以开展救援工作。

5 创新点
5.1 基于 Mobile Net 轻量级神经网络的地灾实时识别

在获取的灾区遥感影像和无人机获取影像后，往往需人工目视解译提取灾害

信息，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且精度难以保证。进行遥感影像的分析时，为了解决灾

情数据需要人工解译问题，我们提出在无人机内搭载相关设备，利用轻量级卷积

神经网络Mobile Net，基于预训练模型并通过迁移学习微调网络参数，在线实时

地识别无人机影像中的路障、自然灾害、受困人员等，并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功

能将识别目标的相关信息快速回传应急响应中心，有效地节省了数据处理与传输

的时间，降低了现场专家灾害解译的工作量。

5.2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北斗系统指导无人机高精度姿态获取

无人机导航系统主要用于获取其飞行中的位置和姿态信息。为适应灾区复杂

天气条件，我们利用北斗组合导航系统进行无人机导航定位，搭载多传感器用于

接收自身位置信息与任务信号，通过滤波算法实现多传感器辅助精准导航。方案

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组合北斗导航系统、IMU 以及气压计、磁力计、激

光雷达、光流传感器，以获取导航信息和惯性信息，建立模型，实现稳定精确导

航。

5.3 基于北斗短报文的灾情信息实时发送

无人机影像通常需要获取后，在计算机平台进行影像后处理，以及目标识别。

本方案通过无人机平台的轻量化模块实时获取受灾区域的自然灾害、路障以及受

困人员的位置信息，通过无人机平台上的北斗导航系统短报文服务将信息实时传

回控制中心。北斗短报文将对获取的目标影像的位置信息，和图像坐标实时回传

控制中心，供专家进行灾害精确信息判读。实时回传极大降低了无人机影像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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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救援的响应时间，提高了救援效率，为灾后应急响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6 预期效益分析

自然灾害长期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性，这种影响在我国复杂地理

气象条件的加持下越发突出；多种自然灾害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正

常的生产生活。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发生 8.0级大地震，造成近 7万人遇难、

近 2万人失踪，37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 8千多亿人民币。2020年 9月 20
日，雅西高速公路右侧山体崩塌，崩塌体掩埋高速公路，位于其下方的 G108国
道与雅西高速公路发生断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灾害的提前预报、应急响应、疾

速救援显得尤为必要，其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也节省了大量国

家财产资源。

6.1 社会效益分析

灾害具有突发性、广泛性、区域性、不可避免性等特征，做好灾害预测，无

疑加强了人民的生活安全感。近两年我国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基于空间对地观测技

术的地质灾害早期识别、监测、风险评价的云平台，这些云平台不仅推动了空间

对地观测技术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中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方面技术的发展。

本系统利用多种指标进行的灾害易发性分析，对于发生概率高的灾害进行密

集监控并发出预警，引导人们及时进行撤离，防止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对于学术

研究，系统中所使用的轻量化神经网络也可以再研究进行优化，且其获取的图像

也进一步丰富了训练网络的数据库，提高后续的识别精度。

6.2 经济效益分析

近 50年来，我国每年由各种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为了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减少甚至消除地质灾害险情，中央及各级地

方国土资源部门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项

目个数每年保持在 1-3万个。投入的资金与新开工的项目数量均在高速增长。

利用北斗短报文通讯来填补灾后通讯瘫痪的空缺，节省购买其他设备所产生

的经济耗费。灾后利用北斗与无人机结合的轻量化检测模型，获取灾区影像后进

行实时在线监测，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省数据传输、处理、分析所需要的时间成本，

使得救灾更加迅速与精准，提高了防灾减灾工作的质量。

6.3 生态效益分析

灾害发生后对于生态环境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动物栖息地受到破坏，原有生

态功能下降，生态系统、食物链结构和动物的生活习性，水污染等。对于易发生

灾害的区域进行监测，并做好相应的减灾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灾害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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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授时的超高精度时钟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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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时间及时间同步技术在现代民用、军事、通信等

领域中的应用越来约广泛，全球统一准确的时间已经是当今最重要和基础的信息

之一，高精确度的时间和时间同步，具有显著意义。如何实现高精确度的站间时

钟同步成为了近年来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结合卫星授时中接收机输出的 1PPS
脉冲具有较高的长周期准确度和稳定度的特点，和恒温晶振输出频率短周期内的

高精确度的特点。使用 1PPS脉冲对恒温晶振进行驯服，驯服后的恒温晶振可以

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时钟源，且同时解决了卫星授时易受电离层波动影响和恒温

晶振长时间精度衰退的缺点。

将卫星接收机锁定后输出的 1PPS脉冲作为参考频率信号，在 FPGA中实现

倍频，分频，测量恒温晶振 1Hz脉冲和 1PPS脉冲间的时间间隔差值。通过滑动

中位数算法剔除异常值，采用 FIR滤波算法多差值进行滤波，消除毛刺和降低随

机抖动，得到真实的时间差值，最后利用 PID算法控制高性能的 DA转化模拟电

压对恒温晶振进行调控。最终实现 1PPS脉冲与恒温晶振的分频信号高度同步，

稳定输出误差小于 20ns的时钟脉冲信号。本文根据上述原理设计一套高精度时

钟源，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利用此方法可以改善恒温晶振的长期准确度和长期稳

定性。

【关键词】卫星授时；时间同步；恒温晶振；FPGA；PID控制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time and time synchronization technology in modern civil, military,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iel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The global unified and
accurate tim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asic information today,
high-precision time and time synchro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How to
achieve high-precision clock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stations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among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1PPS pulse output
by the receiver in the satellite timing servi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long-period accuracy and stability, and the high-preci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XO
output frequency in a short period. Use 1PPS pulse to tame the OCXO, the tamed
OCXO can become a high-precision and high-stability clock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solve the disadvantages of satellite timing being easily affected by ionospheric
fluctuation and the long-term accuracy degradation of the OCXO.

The 1PPS pulse which is the output of satellite receiver being locked is used as
the reference frequency signal, and the frequency multiplication and frequency
division are realized in the FPGA and measure the time interv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1PPS pulse and the 1Hz pulse of the OCXO. Use sliding median algorithm to
eliminate abnormal values, use FIR filter algorithm to filter multi-differenc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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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e burrs and reduce random jitter, and obtain the real time difference values.
Finally, the PID algorithm was used to control the high-performance DA conversion
analog voltage to regulate the OCXO. Finally, the 1PPS pulse is high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frequency division signal of the OCXO, and the clock pulse signal with an
error less than 20ns is stably output. In this paper, a set of high precision clock sourc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inciple. By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long-term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crystal oscillator can be
improved by using this method.

【Key words】 Satellite timing; time synchronization; OCXO; FPGA; PID
control

引 言

从早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人就已经明白了时间标准的重要价值。生

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统一的时间标准无时无刻不显示

出重要性[1]。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时钟精度的要求并不高，秒级的精确度足以满

足百姓的需求。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通过网络进行授时，时间同

步精确度可以保持在毫秒级别。但在某些特殊领域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非常高，

军事应用中众多的情报信息只有标记了时间才能相关、融合与链接，从而形成目

标踪迹[2]。电力系统中，一秒的误差可能导致整个电网的崩溃。精确的时钟同步，

更是电信部门正常运行的基础，决定了网络设备的性能和效率。在航空航天领域，

火箭一秒钟可以飞行约 8公里，导航系统中，光速约 30万 km/s,测距过程及测时

过程，百万分之一秒的误差，相差距离为 300米。现代金融系统中银行、股票交

易所都依靠时间信息保障交易业务的正常进行，前后 1秒的汇率和股票波动，直

接影响着收益结果。建立稳定准确的时间标准，具有非常显著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时间同步技术的核心指标是频率标准，当今常用的频率标准中，一级频标为

铯原子和氢原子频标，二级频标为铷原子频标和高稳定性的晶体振荡器，此外还

有其他的频率标准，具体可以参考表 1。

表 1 常用的频标特性

类型 频率准确度

石英晶体频率标准

普通晶体振荡器 10-5~10-4

电压控制式晶体振荡器 10-6~10-5

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器 10-7~10-6

恒温控制式晶体振荡器 10-10~10-8

铷钟 10-11~10-10

原子频率标准
氢钟 10-12

商品型铯原子钟 10-13~10-12

实验室型铯原子钟 10-15~10-14

具有极高精确度和稳定性的铯原子和氢原子频标价格昂贵，且对运行环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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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比较严格，没办法大面积推广使用。对于成本比较敏感的民用领域，二级频标

中的铷原子钟和高稳定的晶体振荡器成为了人们的选择，但虽然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精确度和稳定性也相对降低，又很难满足对时间同步精度要求较高的系统，

在此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有改进二级频标的方法。此方法既要保持低廉的价格，

同时能够长期有效的提供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的频率标准[3、4]。

2020年 6月 23日 9时 43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至此，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开始全球提供服务。

图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人造卫星上安装有极高精度的原子钟且长期工作稳定，用于给卫星提供高精

确度的时间信息，地面接收机接收到人造卫星的授时信号以后，对信号进行解码

输出长期稳定且高精确度的 1PPS脉冲，但卫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易受到电离

层和电磁环境的干扰，短周期来看，1PPS信号的稳定性较低。对采集的数据进

行统计和分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
卫星授时的准确度为 10-7。在对时间精确度要求比较严格的场所，GNSS接收机

输出的 1PPS信号无法直接使用，同时对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当卫星信

号被遮挡时，系统时钟如何继续保持工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5]。

1 设计基础

本文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授时信号对高精确度的恒温晶振进行驯

服，在提出总体设计方案之前，有必要先了解相关的背景，本章将对时间系统进

行概述，并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晶体振荡器的原理和特性进行介绍。

1.1 时间系统

GNSS卫星授时和定位过程中，时间系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卫星接收机接

手来自卫星的电磁波信号，根据发射和接受的时间差值，计算距离。因此 GNSS
系统中的测距和测时分不开。时间具有两种含意，分为“时间间隔”和“时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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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时间系统包括原子时（AT）、协调世界时（UTC）和

世界时（UT）[6]。

1.1.1 原子时

20世纪 50年代，国际计量委员会决定设立原子时（Atomic Time, AT）系统。

科学家们发现铯原子的辐射频率极其稳定，可以根据原子辐射的周期来定义秒长，

严格了原子钟的尺度，国际协定 UT2时间 1958年 1月 1日 0时 0分 0秒为原子

时的原点[7]。原子时秒长精确度比世界时更高，达到了 10-13量级。国际度量衡局

为了在时间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原子时系统，从全世界 200多台原子钟收集数

据，规定了标准的国际频率和时间基准，即国际原子时（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
IAT）。

1.1.2 世界时

以太阳时为基准，人们规定了世界时（UT），世界时的基础为地球自转，所

以又称为地球自转时。由于前人知识的限制，1960前人们认为世界时时均匀的。

此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计算出地球的自传速度在逐渐变慢，所以世界时

也是不均匀的。科学家们对世界时间进行了修正。在原有世界时（UT0）的基础

上，规定了 UT1和 UT2，

1 0
2 0

UT UT
UT UT TS

 
  

（1）

式中：  和 TS 分别为修正参数，修正后的世界世界，依旧无法被认为是

一种严格均匀的时间系统，且 UT2时间和 IAT相差 0.0039(s)，即

2 0.0039( )IAT UT s  （2）

1.1.3 协调世界时

世界协调时（UTC）简称协调时，是 IAT和 UT的一种这种方法，因此 UTC
并不能严格认为是一种时间系统。UTC使用了原子时中定义的秒长，时刻则采

用世界时所定义的准则[8]。由于世界时和原子时秒长存在偏差，实际应用中为了

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使用了“跳秒”，即当

09UTC UT s  （3）

在 UTC时中插入一秒，多出来的 1秒，被称为闰秒，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

国家使用的都是用协调世界时作为标准。

1.2 北斗卫星授时

1.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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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继 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186

航系统[9、1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

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具体性能参数可见表 2。

表 2 BDS 当前基本服务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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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DS 系统定位与授时原理

地面接收机接收北斗卫星发射的电磁波信号，根据卫星信号发射的时间和到

达卫星接收机的时间计算出时间差 t ，可以计算接收机和卫星间的距离 s

is c t    （4）

式中，c为电磁波传播速度，默认为光速， i 为各项修正参数。

公式（4）计算距离 s时并没有考虑卫星钟、接收机钟、对流层折射、电离

层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会导致接收机和卫星存在时间不同步现象，从而产生“伪
距”。

( )t Ts c     （5）

式中， t 和 T 分别为接收机和卫星的钟差。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消除“伪距”的影响，因此为了确定地面上一个位置，接

收机需要同时锁定 4 颗卫星，如图 2 所示，图中的 P 点用三维坐标描述为

( , , )P P Px y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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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DS 接收机定位原理图

根据图 2，则可以建立方程组，如公式（6）所示。

1
2 2 2 2

1
2 2 2 2

1
2 2 2 2

1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 P A P A P A tA T

BP P B P B P B tB T

CP P C P C P C tC T

DP P D P D P D tD T

S x x y y z z c

S x x y y z z c

S x x y y z z c

S x x y y z z c

 

 

 

 


       


        

        


       

（6）

式中, ( , , )A A Ax y z , ( , , )B B Bx y z , ( , , )C C Cx y z , ( , , )D D Dx y z 分别是卫星A-D的三维

坐标系， tA - tD 分别为 4颗卫星的钟差[11]。

利用公式（6），解方程组可以得到 P点的位置，这就是 BDS定位和授时的

基本原理。

1.3 晶体振荡器

晶体振荡器简称为晶振，根据其内部有无电路，可以分为有源晶振（oscillator）
和无源晶振(crystal)。石英晶体振荡器又可以划分为压控晶体振荡器（VCXO）、
恒温晶体振荡器（OCXO）、普通晶体振荡器（SPXO）、温补晶体振荡器（DCXO）。
表 3列举了各类晶振的性能参数。

表 3 晶振的性能参数

分类 准确度（年） 稳定度 功耗（W）

VCXO压控温补型 10-5 10-6 0.2

TCXO温度补偿型 2 10-6 10-9 0.04

DCXO数字温补型 5 10-5 3 10-10 0.04

OCXO恒温型 10-8 10-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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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其它晶振，恒温晶振的准确度达到了 10-8数量级，

稳定性为 10-12，性能最为优秀。恒温晶振除了具有优秀的精确度和稳定性外，其

温度特性和老化率方面也比较优秀。因此本文设计的系统将采用高精确度的恒温

晶体振荡器作为二级频标[12]。

除了了解晶体振荡器的分类外，还需要了解晶振的性能指标。

（1）总频差：晶振在一定时间内被干扰引起的输出频率与标称频率的最大

偏差。

（2）频率精确度：（实际输出频率-标称频率）/标称频率

（3）相位噪声：晶振输出的脉冲信号在一个周期结束后发生跳变，过早或

过迟的脉冲跳变都会引入相位噪声。

（4）频率稳定度：一般使用柯伦方差计算，表示一段时间内频率的起伏和

抖动情况，时域内的柯伦公式定义为公式（7）。

2
1

1

( )1( )
2

m
i i

y
ir

f f
f m

  




  （7）

式中 rf 为标称频率，m为采样次数， if 为第 i次采样的频率值。

2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主要采用锁相环机制来实现恒温晶振的驯服，通过计算反馈量来调整恒

温晶振的压控引脚的输入电压，从而改变恒温晶振的输出频率。最终实现晶振频

率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和平稳的输出。本章主要介绍系统原理、系统的软硬件

设计。

2.1 系统原理

在北斗卫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GNSS 卫星接收机锁定卫星后输出稳定的

1PPS脉冲，来驯服恒温晶体振荡器，使得恒温晶振输出的频率具有高精确度和

和高稳定性。所以驯服作用是提高恒温晶振的长期稳定性，同时使其精确度可以

长期提高 1-2个数量级。当卫星信号消失的时候，整个系统进入授时状态，依靠

恒温晶振自身的频率稳定性在短时间内输出高精确度的频率。同时恒温晶振随着

时间的流逝，自身由于老化率的影响会降低频率的精确度，因此也需要北斗接收

机的 1PPS脉冲对其进行校准[13]。

综上所述，系统的基本控制原理可以设计为锁相环控制结构，利用滤波和控

制算法来计算反馈量对恒温晶振进行调节，因此时间同步的基本原理图如图 3所
示。系统分为 5个模块，分别为恒温晶体振荡器模块、北斗卫星接收机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时间间隔测量模块、D/A转化模块及调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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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恒温晶振驯服原理框图

2.2 系统硬件实现

硬件平台的设计包括了器件选型、电路分析、设计和制作等。稳定可靠的硬

件平台是软件运行的基础，硬件的性能将会直接影响系统最后的时钟源精确度。

系统的硬件实现框图如图 4所示，主要包含北斗卫星接收机、恒温晶振、FPGA、
D/A转换器、ARM处理单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调试设备。

图 4 系统硬件结构图

（1） 北斗卫星接收机

系统采用的卫星接收机芯片为瑞士 U-Blox 公司生产的 NEO-M8T，该芯片

可以同时接收 BD 信号和 GPS信号，能够产生精确度小于 20ns的 1PPS脉冲，

且灵敏度极高，即使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任然可以实现快速启动和卫星锁定。

芯片具有多种对外接口，包括 SPI、UART和 I2C通信方式，本系统将采用 UART
接口进行通信，芯片的1PPS输出引脚一路引出接SMA接口，一路直接输入FPGA。
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度，应该在系统开机上电后等待几分钟，以保证接

收机解码成功后，才能使用 1PPS脉冲。如图 5所示，为系统北斗卫星接收机电

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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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EO-M8T 芯片应用电路图

（2） 恒温晶振

国内外生产恒温晶振的厂家众多，国内厂家的产品价格较为低廉，考虑到本

系统主要时研究级别，购买了俄罗斯公司生产的MV197恒温晶体振荡器，该晶

振的具体参数如表 4所示。

表 4 MV197 恒温晶振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参数值 条件

标称频率 10.000MHz

温度稳定度 ≤±5×10-9 -20℃~+70℃相对于 25℃
日老化率 ≤5×10-10 30天后

年老化率 ≤5×10-8

频率准确度
≤±1×10-8 出厂时校准

≤±5×10-8 90天内，开机 30分钟、@25℃
短期稳定度 ≤±1×10-11/S t=1秒，阿伦方差

电压特征 ≤5×10-10 电源电压变化±5%
负载特性 ≤5×10-10 负载变化±10%
重现性 ≤±1×10-8 @25℃，停机 24小时后开机 15分钟

相位噪声 ≤-150dBc/Hz @1KHz

压控电压范围 2.5±2.5V

频率牵引范围 ±（4~8）×10-7 正斜率

线性度 ≤±10%

输入阻抗 ≥50K

供电电压 5×（1±5%）V
工作电流 ≤300mA

储藏温度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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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形式 36×26兼容 36×27

MV197恒温晶振有 5个引脚，其第一个引脚即为压控输入端，一般通过控

制该端口的输入 0-5V 电压，可以实现对 MV197 恒温晶振的调节。可调节的范

围为 4 8 （ ）Hz左右。如图 6所示，为MV197应用电路图。

图 6 MV197 典型应用电路图

（3） FPGA逻辑控制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y）,中文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最早由

美国 Xilinx 公司发明，其主要由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CPLD）的基础上演变而来。FPGA 作为半定制电路器件一出现就

受到了广大用户的青睐，内部集成的锁相环，可以轻松的对外部时钟进行分频和

倍频。且 FPGA具有大量的引脚，可以很方便的于外部器件进行搭配。和传统的

单片机相比 FPGA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有效的提高了效率[14、15]。

本文设计的系统对时间间隔的测量精确度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利用 FPGA
强大的脉冲处理能力，设计了先倍频后分频的测量方案。具体 FPGA执行框图如

图 7所示。

图 7 FPGA 功能框图

NEO-M8T定位成功后的 1PPS脉冲，直接送入 FPGA中。第一步，利用 FPGA
中的倍频模块对恒温晶体振荡器输出的 10MHz信号进行倍频到 200MHz。第二

步，将倍频后的 200MHz 信号再次利用 FPGA 进行分频操作得到 1Hz 信号之后

与卫星接收机输入的 1PPS信号计算间隔差值，测量完成后将测量结果直接送入

ARM处理单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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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考虑了系统性能的需求和后期升级的冗余，决定采用 Xilinx
公司的 Cyclone IV E 系列中的 EP4CE10F17C8,该芯片具有功耗低和性价比高的

优势，拥有 10320个逻辑单元、414kbits的嵌入式存储资源、23个 18x18的嵌入

式乘法器、2个通用锁相环、10个全局时钟网络、8组最大支持 179 个用于 I/O
口。如图 8所示，为 FPGA-EP4CE10F17C8的应用电路图。

图 8 EP4CE10F17C8 应用电路图

（4） ARM处理单元

系统的 ARM处理单元主要完成数据处理工作，具体需要实现中位数滤波、

无偏 FIR 滤波和钟差值处理，因此需要丰富的 I/O口资源与 FPGA进行通信，同

时具备较高的主频快速完成算法的计算。综上考虑，本系统采用的微处理器时

ST公司生产的 STM32F103RCT6型芯片作为 ARM处理单元。具体芯片资源可

以见表 5。如图 9所示，为 STM32F103RCT6芯片的最小系统电路图。

表 5 STM32F103RCT6 芯片资源

部件 数量

48KB SRAM 1
256KB FLASH 1

基本定时器 2

通用定时器 4

高级定时器 2

DMA控制器（共 12个通道） 2
SP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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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 2

串口 5
USB 1
CAN 1

12位 ADC 3

12位 DAC 1

SDIO接口 1

通用 IO口 51

图 9 STM32F103RCT6 芯片最小系统电路图

（5） D/A转换模块

数模转换器（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DAC）,其主要作用是把数字编码的

量转化为模拟电压信号输出，本系统中用到的MV197恒温晶振为压控型晶振，

需要对其控制端输入模拟电压，对其进行频率调节。而 ARM处理器计算的控制

量为数字量，需要利用 DAC芯片，将数字量转化为模拟电压值。

考虑系统的设计要求和 MV197 恒温晶振压控的电压范围，最终选择了 TI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制造的 DAC8562高性能快速数模转换芯片。该款新

芯片具备低功耗、双路 16 位缓冲电压输出 DAC。具有 SPI 和 DSP 接口，可以

很方便的与 ARM 处理单元通信。DAC8562进行一次信号转换需要严格的遵守

时序控制，串行时钟频率高达 30MHz。如图 10所示，为 DAC8532的典型应用

电路图。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194

图 10 DAC8532 典型应用电路图

2.3 系统软件实现

整个系统的软件部分包括 FPGA和 ARM处理单元的软件。FPGA芯片程序

下载完成后可以认为是一个单纯的硬件芯片，因此这里主要介绍 ARM处理单元

的软件实现。如图 11所示为 ARM处理单元的主程序流程图。

图 11 软件总体设计流程图

系统主要有 4个状态，不同状态代表不同的工作模式。系统开机后进入自由

运行状态，满足条件后进入快速跟踪状态。如果信号出现波动，将会在慢速跟踪

状态和失锁状态间跳变。

自由运行状态，主要指系统上电到北斗卫星锁定之前的状态，这个状态主要

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具体初始化过程如图 12所示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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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自由状态流程图

当卫星接收机锁定以后输出 1PPS脉冲，且 FPGA检测到后对 ARM处理单

元下达指令，系统则进入快速跟踪状态，系统刚进入快速调节状态，时间间隔测

来个的误差较大，还无法达到时间同步所要求的精确度。随着时间推移和 PID的

快速调节，恒温晶振将很快完成驯服。具体驯服过程见图 13所示。

图 13 快速调节状态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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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卫星信号被遮挡或者消失时，接收机无法完成锁定。短时间内接收机任可

持续输出 1PPS脉冲，但是偏差较大，已经无法达到驯服恒温晶振的要求，此情

况下需要使用算法来预测恒温晶振的频率变化趋势进行修正。具体程序执行过程

如图 14所示。

图 14 失锁状态程序流程图

当接收机失锁后，系统失去了接收机的 1PPS脉冲作为参考信号，从而无法

完成时间间隔的测量，但根据历史数据可以对恒温晶振进行预测，短时间内任然

可以提供高精确度的频标。在此过程中若卫星信号重新出现，系统将重新锁定，

完成恒温晶振的驯服工作。

3 数据处理与控制算法
3.1 数据滤波算法

3.1.1 滑动中位数滤波

在数据预处理部分采用中位数的滑动窗口滤波方法。为了去除噪声，通常采

用滑动平滑法进行滤波，虽然此法有一定效果，但是容易使信号产生畸变，不能

消除严重偏离正常值的异常数据，而中位数法滤波效果好，信号畸变较小，所以

滑动中位滤波方法能够有效过滤异常数据，保证了原信号的谱峰高度和谱峰位置

参数不发生变化，保留有效信号值。滑动滤波的算法流程图如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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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滑动中位数算法流程图

图 15中，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滑动窗口的宽度为 L，L 为奇数。则宽度大于

( 1) / 2N L  个数据点的峰可看作信号被无失真地保留下来，其他峰值地数据顶

点被当作噪声去除。工作时信号序列按顺序进入窗口，设 k是窗口的中心位置。

根据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对进入窗口的数据序列进行排队比较。直至找

到此序列中处于中心点位置的数据 k。然后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先进去的数据

移出。再向窗口中移入下一个数据，再进行如上排序。最终滤波效果如图 16所
示。

图 16 滑动中位数滤波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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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6所示可见，经过滤波后的数据，相比于原始数，滤除了“野值”变的

更加平滑，方便后期的算法处理。

3.1.2 无偏 FIR 滤波算法

为了获得高精度的钟差信息，只进行数据预处理远远达不到要求，还需要处

理测量引起的偏差和抖动引起的噪声，从而得到准确的钟差，估计出准确的状态

量，以便于后续系统的校正。这里设计无偏 FIR滤波算法对时间间隔数值进行滤

波处理。

本地时钟的时间间隔误差模型可用泰勒多项式表示如下：

1 1

2 2 3 33 4
1 2

( ) ( )
!

... ( )
2 6

l l

l
nx n x n
l

x xx x n n n n

 

   

 

     


（3）

其中 是时间步长， nt 为时间单位， 1lx  表示第（l+1）次时钟状态， ( )n 为

本地时钟内部噪声和环境因素引起的偏差[17]。

将泰勒级数展开式应用于时间间隔测量模型的时间倒数，可得到时钟状态和

观测量：

( ) ( ) (0)n B n  （4）

( ) ( ) ( )n C n v n   （5）

已知时钟状态量 ( )n 为（K+1）*1阶向量，观测量 ( )n 为 M*1阶是介绍的，

这 时 B(n) 为 K+1 阶 方 阵 ， C 是 一 个 M*(K+1) 阶 矩 阵 ， 噪 声 向 量

1 2( ) [ ( ) ( )..... ( )]Tmv n v n v n v n 。

要实现对钟的状态估计，需要利用 ( )n 的真实估计量 ˆ( )n ，以及状态估计

量 ˆ( )x n 。估计量 1ˆ ( )px n 的相对离散时间偏差由 ( )p n 充当，则有下面的式子：

1 p-1ˆ ˆ( ) x ( 1)
( ) p

p

x n n
n


 


—

（6）

( )px n 的无偏 FIR滤波估计值 ˆ ( )px n 是通过过去最近的 1K pN   个点卷积得到

1 1

1 1
0

ˆ ( ) ( , ) ( )
K pN

p K p K p p
i

x n h i N n i
  

   


  （7）

( , ), [0, ]l lh i N l K 是滤波器的卷积系数，其性质见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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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 ,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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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h i N i N
h i

otherwise
  

 


（8）

1

0
( , ) 1

lN

l l
n
h i N





 （9）

由（7）计算得到

ˆ( ) ( )n C n  （10）

C作为卷积运算符号，表达式如下：

1

2

1

. . 0
. . 0
. . . .
0 0 . K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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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偏 FIR响应系数可以表示为：

0

( , )
l

j
l l jl

j

h i N a i


 （12）

( 1)( 1) jj
jl

M
a

D
  （13）

其中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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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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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d
d d d

D

d d d





 
 
 
 
 
 
  

（14）

D中 ( ), [0,2 ]m ld N m l 是通过伯努利多项式的计算得到，其中 (0)n nB B 是伯

努利系数，从而得到：

1

1 1
0

1 [ ( ) ]
1

LN
m

m m l m
i

d i B N B
m



 


  
 （15）

对于 FIR响应系数的计算：

0 0
0

1( , )h i N
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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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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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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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无偏滤波器的基本思想是使用一阶观测量，通过卷积运算得到一阶状态估计

的量；接着利用一阶状态估计量经过计算的得到二阶观测量，在进行卷积运算得

到二阶状态估计量，以后以此类推。

图 17 无偏 FIR 滤波后的结果图

如图 17所示，在控制内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不断的进行卷积计算，滤波

后的数据逐渐毕竟真实数据，说明本文设计的无偏 FIR滤波是收敛的。

3.1.3 PID 控制算法

PID控制的原理是将系统的输出偏差进行线性组合构成它的控制量，从而可

以对系统进行反馈调节，可以进行比例控制，积分控制，微分控制等。系统中通

常使用数字 PID 控制算法去计算电压控制字。这种控制算法是根据 PID 控制原

理应用在计算机或者硬件控制中的程序算法，不仅稳定快速准确，还能够简化编

程，并且占用的储存单元较少。其中比例控制主要用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积

分控制主要用于消除目标值与实际值误差，微分控制主要用于应对系统干扰，有

利于系统对偏差变化量的处理。

通过无偏 FIR滤波得到的控制算法需要钟差量和钟差速度量，在锁定状态下

的系统时钟模型就可以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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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 ( )

( 1) ( ) ( )

x i x i x i

x i x i u i

  

  
（19）

其中， ( )x i 是滤波之后的钟差量，
.
( )x i 是滤波之后的钟差速度量， ( )u i 是控

制量[18]。

由于恒温晶振本身具有很好的短期稳定性，所以现假设在一个控制周期内钟

差速度是不变的，那么下一个控制节点的钟差是：

.
( ) ( )*x i n x i n  （20）

其中 n是控制周期。由此钟差变化的示意图如下：

图 18 钟差变化示意图

由上式及示意图，可以的到控制量 ( )u i ：

. ( )( ) ( ( ))d p
x iu i k x i k
n


     （21）

其中， dk 是微分系数， pk 是比例系数。PID 控制要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

就要反复实验和论证比例 pk ，微分 dk ，积分 ik 的比例系数，才能形成控制量中

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本文中的 PID控制中，设置初始概验值为 1pk  ，

1dk  ，暂不需考虑积分的比例系数。

综上，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为了剔除异常值，避免对滤波的影响，系统采用

滑动中位数算法，然后使用无偏 FIR滤波算法进行滤波处理，可以提高钟差的滤

波精度，再利用 PID控制算法计算出控制量，去调节恒温晶振。

图 19展示了，对恒温晶振的驯服过程中，使用 PID控制和未使用 PID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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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数据分析图。

图 19 有无 FIR 滤波的 PID 控制的驯服效果对比

如图 19所示，初始状态后钟差保持在 100ns左右，随着 FIR 滤波 PID的控

制，钟差保持在了 20ns以内，可以看出 PID 控制具有良好的效果。

4 系统测试与分析

由于恒温晶振的频率输出高达 10MHz，已经超过了编者实验室现有的所有

示波器量程，且实验室不具备频率测试仪。因此本文将利用高速数据采集卡将恒

温晶振输出值采样后进行分析，图 20为本次所使用的高速采集卡，和系统实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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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高速采集卡&实物

将系统放在天空可见性良好的空旷地域，图 21显示了 3个小时内，系统可

见卫星数据的变化。

图 21 系统卫星可见数

如图 21所示可见、BDS 卫星的数量，明显优于 GPS，这也验证了 BDS 侧

重亚太地区覆盖的设计。

在保证系统进入锁定状态以后，利用 ARM处理单元实时计算的钟差数据，

测试了单 GPS驯服、单 BDS驯服、GPS+BDS驯服的钟差数据。结果如图 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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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不同 GNSS 卫星系统下的钟差

如图 22所示可见，在单星座情况下 BDS的驯服效果明显优于 GPS，这也体

现了我国北斗卫星系统授时的高精确度。但是多星座情况下，恒温晶振的驯服效

果优于任何单一星座。这也表明以后多星座联合定位和授时将是大势所趋。同时

表 6给出了三种情况下的驯服时间，也同样支持以上结论。

表 6 不同星座下恒温晶振驯服时间

星座 时间/s

BDS 138

GPS 162

BDS+GPS 103

拔除 GNSS 模块的天线，系统无法完成卫星锁定，NEO-M8T 输出的 1PPS
脉冲误差增大，无法继续用于恒温晶振的驯服，系统进入守时状态。图 23给出

了 3小时内的恒温晶振频率输出准确度变化情况。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205

图 23 守时状态下恒温晶振频率输出变化图

从图 23中，可以看出在前 1小时，系统根据自身积累的数据对恒温晶振继

续进行调整，任然可以保持较高精确度的频率输出，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增咋。

频率精确度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5 结束语

本文设计实现了一种基于北斗卫星授时的超高精度时钟源，该设计利用北斗

卫星系统超高的授时精确度，对二级频标恒温晶体振荡器进行修正。通过实验严

重，系统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输出超高精确度的频率信号，在卫星锁定情况下系统

钟差保持在 20ns以内，平均钟差为 4.13ns。系统失锁状态下，也可以在短时间

内提供 10-10数量级的超高精确度的频率输出。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方法可以利

用北斗卫星系统实现廉价的高精确度时钟源。在实际应用领域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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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植保无人机设计

作者：马越华、张加豪

指导教师：杨通

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大都是电动多旋翼植保无人机[1]，但是当其

运用到山地或者丘陵地带的果园植保工作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其有限的续

航能力和载荷能力使得频率高的往返作业成为常态，加剧了无人机的损坏。且定

位系统大都采用 GPS，在科技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我们不得不考虑设计只搭载

我国自主研发系统的新型无人机。鉴于此，本次设计出一款油电混动的双旋翼无

人机，提高了无人机的升力，同时动力系统的改进可以进一步满足续航长、载荷

大、抗风性好的果园植保功能。利用高精度定位模块 UM4B0实现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 RTK定位功能。利用 TF02 Pro配合进行飞行高度控制模块的设计，实现

航向控制、定高控制、智能避障等功能。图像采集模块采用 FLIR Vue Pro红外

摄像仪，增加夜间成像模式，可以在高温的夏季也能正常工作。并结合通信模块、

飞行控制模块以及图像处理模块，设计了图像识别处理流程，根据设计的图像处

理功能可以进一步实现喷洒系统的变量喷洒作业。

本次设计有效的提高了无人机的定位精度，实现对果园的精确、不重复农药

喷洒。

【关键词】:北斗导航，RTK定位，智能避障，红外摄像，变量喷洒

【Abstract】Most of the existing UAVs on the market are electric multi-rotor
plant protection UAVs, but when they are used in mountain or hilly orchard plant
protection work, they appear "powerless". Their limited endurance and load capacity
make the frequency High round-trip operations have become the norm, exacerbating
the damage of drones. And most of the positioning systems use GPS. In the current
fierce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we have to consider designing a new type of UAV
that only carries my country's self-developed system. In view of this, a dual-rotor
UAV with a gas-electric hybrid was designed this time, which improves the lift of the
UAV.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wer system can further satisfy the
orchard plant protection function of long endurance, large load and good wind
resistance. Use th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module UM4B0 to realize the RTK
positioning function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Use TF02 Pro to design
the flight height control module to realize heading control, fixed height control,
intelligent obstacle avoidance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image acquisition module
adopts FLIR Vue Pro infrared camera and adds night imaging mode, which can work
normally in high temperature summer. Combin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module,
flight control module and image processing module, the image recognition processing
flow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ed image processing function, the variable
spraying operation of the spraying system can be further realized.

This design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UAV,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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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s accurate and non-repetitive pesticide spraying on the orchard.

【 Key words】 Beidou navigation, RTK positioning, intelligent obstacle
avoidance, infrared camera, variable spraying

1 选题背景和意义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年，也是北斗应用开启全球化、产业化发展新征

程的一年。伴随北斗组网成功，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未来在千行百业中将是

核心力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发现巨大的科技提升，例如交通、能源、工业、

农业等重点行业。

对于北斗与农业行业的结合来说，当北斗应用到精准农业时，会涉及到整个

精准农业产业链，产品将覆盖“耕、种、灌、收”等领域，打造高效节能、增产增

收、可持续性的利用资源的数字化产业链。形成以智能农机、农业信息化、大田

数据采集与数据分析、智能农具等多个板块的一个产业格局。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的近 70%都是丘陵或山地，农业作业与平原地带相比具有

与明显的劣势，分散化农田与地势的起伏多变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农业生产生活

上主要依靠于人力，效率极低。而对于山区，劳动环境极差[10]。虽在国家扶贫攻

坚政策扶持下，我国北方山地修路，使得农机可以通行，但是地面作业较为困难，

且农田零散化。而在我国北方丘陵和山区，例如山东、陕西、浙江、河南、江苏

等地，山地农业生产以种植经济林果作物为主。将北斗定位技术应用到农业信息

化方面，遥感监测技术可以对于作物生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病虫害做到一个精准

监测，并将数据传给植保无人机，结合北斗高精度定位，精确的进行喷药的控制，

能够有效防治病虫害是保证果树产值的前提，有效的植保是重中之重。

相对于传统的人工作业，植保无人机更能适用于我国的复杂地形，可以减少

农药使用量 20%以上，节省用水 90%以上，提高农药利用率 30%以上。使用无

人机进行植保工作，搭配预先设定好的装置和程序，喷洒效率和精准度都有极大

的提升，其工效是人工的 60倍以上，进一步克服了手动操作和土壤喷洒的低效

率问题，而且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喷洒药物的过程中对人体的损害。可以空中作

业的植保无人机对作物生长环境没有要求，且不损伤植株。5G+北斗的发展可以

实现资源科学合理的应用，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的新“双高”。植保无人机在农业

信息化的现代将会成为一种主流的植保手段[2][11]。

我国的植保无人机市场近年呈现大疆与极飞双雄称霸市场的格局。配合政策

引导与各类购置补贴，在 2020年的农业无人机市场预测报告中指出，按照销售

规模的预测，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 2025年，我国农业植保服务市场规模将达

到约 242亿元。顺应北斗之便，适用于我国复杂地形的植保无人机将会在农业作

业上取得巨大突破，解决“打药难，乱打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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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人机果园作业

2 双旋翼植保无人机的设计

近年来农业生产的趋势向着集体作业，大块地承包发展，对于山地丘陵等地，

果树大批量种植的环境下，植保无人机更容易迈进市场，走入人心。但是对于植

保无人机的性能要求也会更加精确。

2.1 无人机选取

市面上主要分为油动和电动植保无人机两类，现代化产品更偏向于电动。无

人机结构类型上，本文设计的选取场景主要针对果园植保，选取雾化颗粒小、效

果好、载荷大、续航时间长、抗风性强的油电混动双旋翼无人机。一方面双旋翼

无人机的稳定性更好，作业范围面积更大。另外油电混动作为动力源又可以增加

飞机的续航能力，给飞机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2.2 双旋翼植保无人机油电混合动力系统设计

为避免电动植保机作业时电量消耗导致的高频率升降问题，同时考虑到双旋

翼无人机当前的动力布局以及现有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后，做出如图 2油电混合输

出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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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油电混合输出动力系统

2.3 整体及各部分设计模型

双旋翼整机设计参考的是全丰航空的全球鹰，在此基础上将其设计为双旋翼，

进一步提高了无人机的载荷能力。

图 3是使用 Pro./E软件设计的双旋翼植保无人机的 3D模型。

图 3 机型设计总体结构图

图 4 拆分结构图

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是：双旋翼、机身、起落架、相机模块、

药箱、喷洒系统。

2.4 性能分析

双旋翼产生的力矩能够相互抵消，使飞机更加平稳，风力更加强劲，穿透性

更强，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为了进一步验证所设计的双旋翼植保无人机载荷能力、

喷洒效果以及稳定性做写出验证，对其悬飞状态下的总体速度矢量和不同转速情

况下对旋翼升力及速度的影响做出探究和分析。

对双旋翼稳定性与喷洒效果使用 FLUENT 软件分析，设置主螺旋桨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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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 2800mm，松弛因子压力为(Pressure):0.2 ，密度(Density):0.5，体积力

( Body Force):0.5，扭矩(Momentum):0.4，湍流动能(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0.3，
紊流粘度(Turbulent Viscosity):0.5。进一步仿真不同转速下的速度矢量图。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类似的双旋翼植保无人机的转速约在 800rpm-1200rpm
之间，因此，本次分析也将转速的实验范围设置在 800rpm-1200rpm，以 100 为

区间，进行多次仿真，得到在所设计的条件下 1100rpm为最优。此时旋翼下方速

度矢量分布均匀。

图 6 1100 转/min 下的速度矢量图

如图所示可以看出整个旋翼在所设条件下得下洗气流特点：气流中速度最大

的地方在螺旋桨的边缘区域与两螺旋桨中间，旋翼下方的气流较为稳定，上方的

气流很强烈，受到旋翼所产生的吸引力影响往旋翼下方流动。旋翼正下方的气流

非常均匀，在喷洒工作时能达到很好的稳定性与穿透性。

进一步对抗风性做研究，分别模拟了来流速度为 3m/s，5m/s，8m/s对无人

机的抗风稳定性进行验证。

图 7 8m/s 下的速度矢量图

如图 7，是在 8m/s的风速下无人机的速度矢量，最终得到分布都基本保持

不变，都能均匀的分布在旋翼上方与下方，这说明在五级风(8m/s)以下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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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持良好的飞行状态，不会因为风速变化而对飞行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能

够具有良好的抗风性，在规定的作业风速下能够完成植保任务。

3 植保无人机模块功能设计
3.1 整体设计路线

想要使得植保无人机在山地，丘陵等地的植保性能达到最优，不仅需要“因
地制宜”的植保机型以及动力系统，更需要精准的定位、导航与避障功能、智能

变量喷洒、完善的智能飞控功能、良好的通信功能等[3][4]。对于某些地区，在夏

季，更需要植保无人机能够满足全天候作业，夜景作业的目标性能，这将对其图

像识别模块有更高的要求。

本次设计呈现的主要功能有：

1.基于北斗系统的 RTK精准定位功能；

2.稳定的飞行与长久的续航功能；

3.夜间作业功能；

4.精准高度定位功能与智能避障功能；

5.视觉传感定位功能；

6.变量喷洒作业功能等。

以下具体介绍各模块的选择与预期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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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总设计流程图

3.2 导航定位模块设计

3.2.1 北斗 RTK 原理及优势

北斗三号组网完成后，用用独特鲜明的北斗特色。北斗三号高轨卫星多，地

面接收信号时卫星仰角更大，抗遮挡能力更强的特点使得其定位作业状态更加稳

定可靠。且北斗双天线测向接收机 1m基线长度的精度达到 0.08°，控制精度可

以达到 1mm，应用于在无人机精准作业方面如虎添翼。

使得无人机自主作业的前提是对作业的地块做出分割与规划，相当于打点规

划产生航线，使得无人机自主进行。应用在无人机上主流的地块分割规划方法主

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遥控器（通常所说的圈地）进行规划，这种规划方式依

靠 GNSS进行作业，精度可以达到米级，但是后面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纠正偏移

等相关操作。第二种是飞行器规划，也都是人为操作无人机进行规划的，适用于

地块平整，没有很多边，障碍物较少的地段。第三种是利用 RTK技术，只需要

在无人机上插入模块，即可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图 9）。本文设计的无人机

选择使用 RTK技术的高精度定位模块。下面简述北斗系统与 RTK结合的定位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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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TK 定位与 GPS 定位对比图

北斗系统利用 RTK定位实际工作时，需要设置 1台基站以及多个移动站同

时接收相同卫星的导航电文进而才能确定移动站的位置。基准站不需要再计次算

测相伪距修正数，而是将载波相位观测值由数据链实时的发送到所用的接收机，

最后由接收机再进行载波相位求差，从而解算得到位置[5][12][13]。

载波相位观测方程为：

i 0 , ,( ) ( ) [ ( ) ( )] ( ) [ ( ) ( )]
P

j j j j j j
i i i i I i T

f ft t f t t t t N t t t
c c

          （1）

公式中 j
i ( )t 为接收机相位观测输出值； f 为载波信号频率；c为光速； j

i ( )t

为卫星到测站的几何距离； ( )it t 为接收机时钟信号差值； ( )jt t 为卫星信号钟的

差； j
i 0( )N t 为整模糊度；

P

j
i,I ( )t 为信号传播电离层延时； , ( )

j
i T t 为信号传播对流

层延时。

基准站将载波相位观测输出值实时的发到流动站，进行载波相位求差。对同

一历元同颗卫星的载波相位首先进行求星际差，可以消除卫星钟差 ( )jt t 。将星

际差得到的方程再次进行求站际差，就可以消除接收机钟差 ( )it t [6]。

k
2 1 1 1 2 1 1 1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j j

k j j k
i i

ft t t t t
c
N t N t N t N t

        

   
（2）

公式 2是双差后的方程，接收机经过初始化，即观测若干历元，确定整周模

糊度。将确定好的模糊度代入公式，由于基准站的位置已知，卫星的位置可以通

过星历计算出来，因此只有接收的位置 ( , , )i i iX Y Z 为未知量，因此观测 3颗卫星

就可以进行求解，但实际上测站接收机钟差也需要精确求解，因此 需要至少 4
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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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北斗网络 RTK 系统构成

如图 10，假设 t时间在地面的北斗定位接收机站点可以测得接收信号到达接

收机的时间 t ，进一步利用接收到的卫星星历等数据，则可以得到以下方程式

（3）：

2 2 2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2 2 2 2 2
4 4 4 4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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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未知参数； c为北斗定位信号的传播速度，在这

里取光速值代入计算；t是北斗接收机的时钟； 1d 、 2d 、 3d 、 4d 是定位卫星 1~4
到北斗接收机所在位置的距离； 1t 、 2t 、 3t 、 4t 为各个卫星的时钟； ix 、 iy 、 iz 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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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RTK 模块选择设计

想要使得作业效果最佳，就要综合考量精度要求，如下表。

表 1 不同作业形式的精度要求

不同作业形式 定位模式 精度

大田播种/水田插秧 RTK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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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起垄 RTK/PPP 2.5-5cm
精准对行施肥 RTK/PPP 5cm
非重叠喷药 RTK/PPP 10cm
收获/测产 RTK/PPP 10cm
深耕机监测 RTK 平面 10cm，高程 3cm

无人机变量施肥 伪距定位 10m
GNSS平地 RTK 高程 3cm

针对不同的农业作业要求，采用适宜的定位技术，才能为农业的生产创造价

值。由表 1可以看出，针对于本文设计的果园植保无人机来说，其对于非重叠喷

洒农药的 RTK 技术定位精度要求为 10cm。对于其 RTK 模块本次设计选用的是

和芯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基于NebulasII 高精度SoC芯片开发的全球最小的高精度

定位模块 UM4B0，支持窄带抗干扰导航。并且体积小，可显著减小终端体积，

可工作与于-40℃～+85℃的环境中，其主要参数如表 2。

表 2 UM4B0 性能指标

通道
432通道，基

于 Nebulasll 观测精度(RMS) BDS GPS GLONASS Galileo

信号

BDS
B1/B2/B3 B1/L1(C/A)/E1码 10cm 10cm 10cm 10cm

GPS L1/L2/L5 B1/L1/E1
载波相位

1mm 1mm 1mm 1mm

GLONASS
L1/L2

B2/L2P(Y)/L2C/E
5b码 10cm 10cm 10cm 10cm

Galileo
E1/E5a/E5b

B2/L2P(Y)/L2C/E
5b

载波相位
1mm 1mm 1mm 1mm

QZSS
L1/L2/L5

B3/L5/E5a
码

10cm 10cm 10cm 10cm

单点定位
(RMS)

平面: 1.5m B3/L5/E5a
载波相位

1mm 1mm 1mm 1mm

高程:2.5m 初始化时间 <5s(典型值)

DGPS(RMS)
平面:0.4m 初始化可靠性 >99.9%

高程:0.8m 重捕获 <1 s

RTK(RMS)

平面:
1cm+1ppm 差分数据 RTCM v3.0/3.2

高程:
1.5cm+1ppm 数据格式 NMEA-0183，Uni core

速度精度
(RMS) 0.03 m/s 数据更新率 20 Hz

冷启动时间 <25s 定位更新率 < 10s

热启动时间 <10s 时间精度
(RMS) 20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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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可以达到长基线厘米级定位，运用于山地果园植保无人机，可充分发

挥其高精度定位优势，模块引脚图如图,11所示。

图 11 UM4B0 高精度定位模块引脚图

此模块间距定位定向等多功能，其中引脚 2（ANT_IN ）连接 GNSS天线限

号输入；引脚 5（ANT_PWR）为 GNSS天线接入+3.3~5.5V电压，再经由 ANT_IN
pin脚对天线提供+3.3~5.5V。引脚 35（TXD1）和 36（RXD1）是主要串口，需要

确保串口 1输出，可用此串口接收定位信息数据、软件升级等。

图 12 利用 UM4B0 实现自助导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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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导航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思路:利用 BDS 高精度定位模块 UM4B0，
可以通过无线信息传输接到飞控系统，利用导航定位模块获取的无人机空间位置

和飞行速度信息[14]，以及飞行姿态传感模块给出的位置偏移及加速度值等，通过

数模转换同时输送到飞行控制子系统，达到姿态计算、改变运动状态和确定航向

的目的，并经过处理器，在“5G+北斗”的加持下，实现自主导航作业。

3.3 飞行高度控制模块设计

无人机工作过程中需要与作业对象保持一定的相对高度。但在山地或丘陵果

园植保作业过程中，农田高低起伏虽然目前主流的 GPS、气压计和超声波方案已

经比较成熟，但是其检测出的并不是相对高度、并且在抗干扰以及测距定位等方

面存在问题。本次设计在飞行高度与智能避障模块选用北醒激光测距雷达

TF02Pro。

北醒 TF02Pro能够以最高每秒 1000次的刷新频率进行实时探测。模块与飞

控子系统的配合能够保证其精准误差控制在厘米级，可应用于 40m高的探测要

求。并且此模块可在-20~60℃环境下工作，不受强光干扰，复杂电磁干扰小。可

完全适合山地果园喷洒场景，更可以有效避免重喷、漏喷或掉高。产品实物图如

图 13所示。

图 13 北醒 TF02 Pro

飞行高度控制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思路:飞行高度控制模块需要实现无人

机与果树冠层的定高，实现有效喷洒，还需要实现有效避障，防止无人机碰损。

其依靠传感单元 TF02 Pro实现信息的获取，并将高度等信息输送给飞行控制子

系统。传感单元同时连接高度控制单元。飞行控制子模块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

算，并将控制指令发送给高度控制单元，实现测距定高于避障，整个流程呈现闭

环控制，在“5G+北斗”的加持下，实时调整无人机位置，实现精确喷洒，思路图

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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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飞行高度控制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思路图

飞行高度控制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思路:飞行高度控制模块需要实现无人

机与果树冠层的定高，实现有效喷洒，还需要实现有效避障，防止无人机碰损。

其依靠传感单元 TF02 Pro实现信息的获取，并将高度等信息输送给飞行控制子

系统。传感单元同时连接高度控制单元。飞行控制子模块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

算，并将控制指令发送给高度控制单元，实现测距定高于避障，整个流程呈现闭

环控制，在“5G+北斗”的加持下，实时调整无人机位置，实现精确喷洒。

3.4 图像采集与处理模块设计

3.4.1 模块设计

图 15 FLIR Vue Pro 红外摄像仪

植保无人机想要实现实时的图像传输，并且能够实现目标识别与自主路线规

划，在夜晚也可以正常工作的目的，需要搭配合适的模块，本次设计在图像采集

模块选用带有 USB接口的 FLIR Vue Pro红外摄像仪（图 15），它的尺寸为小，

重量在 100g 左右，可在-20℃ ~+50℃环境中工作，其工作条件不受天气影响。

当信息传送到至飞行控制系统时，可以实现所采集的所有图片都具有飞行信息和

地理信息的“标签”，并完成图像的实时拼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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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图像采集与处理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思路图

飞行高度控制模块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思路：利用 FLIR VUE Pro红外摄像机

与角度传感器来获取植保对象的实际信息，将信息输送到飞行控制子模块。飞行

控制子模块需要与图像分析处理模块联合解算，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果树的识别，

必要时，此模块也可以实现图像增强，完成果树病虫害的预测监控，由于时间关

系，在此处不做考虑。图像处理分析模块可将果树的实际情况所适用的药剂匹配

量信息反馈至无人机住中心处理系统，在后续完成药物调配，并结合“5G+北斗”，
实现精准喷药。

3.4.2 植保无人机图像采集参数获取

图 17 视频采集示意图

如图 17所示，相机的参数和倾角关系需满足：

1tan( - )
4

L H   （4）

1 1(tan( ) tan( ))
2 2

P H        （5）

1 1(90 )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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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无人机与果树的水平距离，单位 m。

——相机轴线与重垂线的夹角，单位°。

 ——相机视角，单位°。

H——工作高度，单位 m。

h——果树平均高度，单位 m。

P——当前相机在果树冠层高度上的水平视野宽度，单位 m。

在进行具体作业时可以根据以上公式具体解算合适的相机倾角[7]。

3.4.3 果树信息图像获取

低空飞行的山地作业无人机，需要与果树冠层距离控制在 2-5米[8]。其飞行

轨迹不同于平坦地段的设计，而应该与实际果树的行列形状相近或一致，并且要

求其轨迹中心以果树中心为指标。但由于山地地势的特殊情况，存在较大的高度

差，如图 18为某果园地形图。

图 18 某果园地形图

在无人机自主导航作业前，需要提前复杂的果园地图做出分析。实现对于果

树的识别以及合理的植保作业地块分割。得到精准的果树地理信息，才能进行精

准的喷洒作业。所以首先需要利用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软件设计，以实现对于果

树的识别与导航路线，以下是软件分析流程图（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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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软件分析流程图

做到果树识别后，需要对地块进行分析。利用 Agisoft PhotoScan Professional
软件做出所选地块的三维模型，如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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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三维模型

对其地块分析是进一步确定作业地块的实际条件，防止无人机损坏，更方便

无人机进行测距定高与避障。由图可以看出果园作业时地块间的高度落差较大，

所以可以优先选取选取落差较大，明显为曲线分布且果树间距基本相等的果树进

行路线规划。例如图 21所选取的果树点。

图 21 所选取的 48 棵果树

路径规划研究在现如今北斗系统的加持下，已较为完善，由于时间关系，此

处不再进行说明。

3.5 植保无人机变量喷药系统

植保无人机前面提到的各类设计都是为了最终能够实现精确且有效的农药

喷洒。但是到底如何设计才能达到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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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不同雾化程度的喷洒效果图

图 22是在当不同雾化程度的药液喷洒到叶片表面后的附着效果对比图。呈

现不同效果的原因是对于药液配置时不同的兑水量所造成的。当水量越大，雾化

颗粒越大。实际喷洒时为节约资源和实现最有效的喷洒效果，需要作出精确的配

置。

在喷洒时，离心式喷头喷洒效果极好[9]。所以我们选用雾化颗粒在 50-200
微米的离心式喷头（图 23）。

图 23 离心式喷头

考虑到无人机作业过程中的转向问题，转向减速时通常会减速，从而使得果

树叶片表面药量在减速过程中加大，所以需要设置变量喷洒技术。变量喷洒技术

还可以实现对于不同虫害程度的植株适量喷洒的目的。并且考虑到山地果树植株

分散零散化，需要设置喷洒中断，作出以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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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可变量喷洒系统作业流程

上图设计的可变量喷洒系统综合三种情况，其中左侧为遇到果树植株较为分

散化时的作业路径，右侧为遇到严重病虫害时的作业路径。而具体涉及的模块如

图 25。

图 25 变量喷药子系统与其他模块连接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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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中央处理模块经过图像采集、处理子系统、定位导航子系统等给出的

信息，作用到喷头搭配继电器以及电动隔膜泵的喷药装置。

4 本次设计的植保无人机的优势

本文设计的植保无人机主要有以下优势：

1.续航时间更长、载荷能力更大、效果更好。本文设计的基于全丰航空的全

球鹰改造的油电混动的双旋翼无人机能够进一步提高无人机的升力，同时动力系

统的改进可以进一步满足续航长、载荷大、抗风性好的果园植保功能。对双旋翼

的性能分析，足以证明其满足有效喷洒作业。

2.结合北斗系统的 RTK 定位精度更高、知识产权独立。利用高精度定位模

块 UM4B0 实现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RTK 定位功能，可以按照不同的定位精度

要求进行设计作业。

3.具有精准的测高、测向、避障能力，能够确保山地果园作业时无人机的安

全性。同时具有全时段作业，夜间精准作业功能，降低地区及环境影响。利用

TF02 Pro配合进行飞行高度控制模块的设计，结合姿态传感等模块实现航向控制、

定高控制等功能。图像采集模块采用 FLIR Vue Pro红外摄像仪，增加夜间成像

模式，可以在高温的夏季也能正常工作。

4.可以实现变量喷洒作业的功能，进一步分析图像，结合通信模块、飞行控

制模块以及图像处理模块，设计了图像识别处理流程，根据设计的图像处理功能

可以进一步实现喷洒系统的变量喷洒作业。

5 总结与展望

目前的定位方式主要有航迹推算和 GPS相结合的方式，而对于北斗导航的

自主使用较少，我国北斗完全建成之前较多的依赖 GPS等导航方式存在一定的

隐患，因此当下迫切需要我们摆脱对其过度的依赖而独立实现控制以及应用。根

据北斗导航和 5G传输网等众多技术将北斗导航技术应用于植保领域符合我国农

业的发展趋势。我国拥有其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它的使用及各种情况不受其它

国家的干扰。

本次设计的植保无人机是完全基于我国北斗导航定位技术的。结合 RTK技

术的模块可以实现更高精度的定位。相对于传统的植保无人机，增加的双旋翼设

计与油电混合的装置进一步提高了植保无人机的续航性能与有效载荷比。二期添

加了智能识别图像的模块与夜间可用的红外摄像，可以保证其全时段工作，相比

传统的植保无人机更具有优势，而且更适用于大范围作业。其智能的变量喷洒模

块满足现代“绿色”要求，全方位满足现代化精准农业的要求，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对于本次设计的未来展望上，下一步需要做以下工作：

1.起落架的设计更合理化，能够适合无人机作业的各种地形，设置可伸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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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更为合理。但是也要保证其支撑强度，做出受力分析。

2.做出更加智能化的一体机，可以连接手机，实时动态显示，做出手机端应

用。

3.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实现更加精准的避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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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和 NB-IoT 的智慧路灯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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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为了改善传统路灯的照明质量差、维修慢、用电量大的不足，提

出了基于北斗卫星和 NB-IoT的智慧路灯的设计，本设计中下位机采集环境、位

置、北斗精准时间、电压、电流等信息通过 BC20模块进行上传到阿里云服务器，

然后上位机进行读取，以网页监控平台和微信小程序维护助手来展示给管理人员

和维修人员。同时利用路灯定位点的经纬度获取日出日落和天气情况，再根据天

气情况修正日出日落时间进而自主实现开灯、关灯，以此来完成路灯的精确控制，

当路灯发生故障时再以钉钉消息通知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进行查看处理。另外也

增加了管理人员在网页监控平台和维修人员在路灯设备端进行手动控制的操作。

本设计改善了传统路灯的不足，为维修与管理人员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人民出行

带来了便利，为国家节约了资源。

【关键词】：BC20模块；智慧路灯；北斗卫星；NB-IoT技术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or lighting quality, slow maintenance,
and large power consumption of traditional street lamps, a smart street lamp design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and NB-IoT is proposed. In this design, the lower computer
collects environment, location, Beidou precise time, voltage, The current and other
information are uploaded to the Alibaba Cloud server through the BC20 module, and
then read by the host computer, and displayed to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by the web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the WeChat applet maintenance
assistant. At the same time, use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the street lamp to obtain
the sunrise, sunset and weather conditions, and then modify the sunrise and sunset
time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conditions to automatically turn on and off the lights, so
as to complete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street lights. The nail message informs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to check and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manual
control oper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on the web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the maintenance personnel on the street lamp equipment side has also been added.
This design improv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street lights,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brings convenience to people's
travel, and saves resources for the country.

【Key Words】:BC20 module；Smart street light,；Beidou satellite；NB-IoT

1 背景及其创新点
1.1 背景介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在生活中应用场景已经

清晰可见，比如网上交水电费、不见面审批，全息感知的十字路口自动监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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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等在许多城市越来越多地普及[1]。然而路灯作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既能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

一项重要标志[2]但现有路灯仍然还是传统样式。因此我们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为智慧城市增加了一套智慧路灯系统。

1.1.1 NB-IoT 技术背景

NB-IoT（窄带物联网）构建为蜂窝数据网络，消耗 占用 180kHz 频段，可

以直接部署于 LTE（800M）网络， 相比其他网络，具有高安全性、可靠性、

高频谱、低功耗、 低成本等条件优势，从而降低成本、降低投资、提高回报[3]。

因为 NB-IoT自身具备的低功耗、广覆盖、低成本、大容量等优势，使其可

以广泛应用于多种垂直行业，如远程抄表、资产跟踪、智能停车、智慧农业等。

1.1.2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背景介绍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 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也是继 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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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具备短报文通信能力，已

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为分米、厘米级别，测速精度

0.2米/秒，授时精度 10纳秒[4]。

图 1.1 北斗导航系统构成示意图

1.2 系统创新点

（1）首先相比于传统路灯的不精准开关灯，智慧路灯实现了综合天气、日

出日落、北斗精确时间的多方面因素来控制开关灯，另外维修人员与管理人员可

以根据天气状况适时进行人为开关灯控制。

（2）其次实现了故障上报通知，相比于传统路灯损坏维修困难的缺点，智

慧路灯实现了故障信息发送，维修人员可以及时的进行维修，以及分析故障信息

参数精准找到故障点。

（3）最后为管理人员增加了大数据信息汇总页面，能够及时查看到各个路

灯的使用情况，根据大数据对路灯进行实时分析与调控。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230

2 智慧路灯系统设计

本系统主要由下位机和上位机两部分组成，下位机负责获取北斗数据以及天

气信息来实现路灯自动控制，同时实时检测路灯状态并计算其参数，然后将其数

据通过 NB-IoT物联网网络发送至上位机服务器。上位机依托网页、钉钉、和小

程序三个平台可以实现路灯参数可视化，故障告警推送等功能。

图 2.1 系统框架组成

2.1 下位机硬件设计

整个系统主要由环境数据采集、数据通讯与传输、数据计算与处理、系统供

电与接口扩展板、串口屏人机交互、路灯本体与灯光控制、以及故障检测七部分

组成。实现了北斗数据接收、天气信息获取与展示、路灯智慧开关控制、故障检

测与上报等功能。

2.1.1 AQI 环境数据采集

设计采用的是 GP2Y1014AU 模块，它是夏普开发的一款光学灰尘监测传感器

模块，在其中间有一个大洞，空气可以自由流过，它里面邻角位置放着红外发光

二极管和光电晶体管，红外发光二极管定向发送红外，当空气中有微粒阻碍红外

时，红外线发送漫反射，光电晶体管接收到红外，所以信号输出引脚电压发送变

化。单片机读取输出该电压的变化 AD 值，通过其特性曲线得出附近的 AQI 参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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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GP2Y1014AU 图 2.3 特性曲线

2.1.2 数据通讯与传输

系统采用移远通信 NB-IoT/GNSS 系列的 BC20 模块， BC20是一款高性

能、低功耗、多频段、支持多卫星导航系统（GPS/BeiDou/QZSS）定位功能的

NB-IoT 无线通信模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设备对小尺寸模块产品的需求，同时

有效减小产品尺寸并优化产品成本，另外支持丰富的外部接口和多种网络服务协

议栈，通过相关的 AT 的指令即可实现MQTT 协议通讯以及北斗数据获取，应

用十分便利。

图 2.4 BC20 模块

2.1.3 数据计算与处理

系统采用了 32位的 STM32F407处理器。相对与 STM32F1/F2 等 Cortex M3
产品，STM32F4 系列具有更先进的内核；更多的资源，其包含 192KB 的片内

SRAM、真随机数发生器等；增强的外设功能，具有更快的模数转换速度、更低

的 ADC/DAC 工作电压、以及更快的 USART 和 SPI 通信速度；更高的性能，

STM32F4 最高运行频率可达 168Mhz；更低的功耗，STM32F40x 的功耗为：

238uA/Mhz。 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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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STM32F407 核心板 图 2.6 核心板 PCB 仿真图

2.1.4 系统供电与接口扩展板

采用 11.1V航模电池作为电源电压同时扩展板也预留了 12V 太阳能板供电

接口。扩展板使用 XL1509-5 电源芯片将 12V 电压转成 5V，为 BC20 模块、串

口屏、以及GP2Y1014AU模块供电。使用AMS1117-3.3电源芯片将 5V转成 3.3V，
为 STM32F407单片机供电。同时扩展板设计有 GP2Y1014AU模块、BC20模块、

串口屏、以及单片机的数据接口。

图 2.7 扩展板 PCB 3D 仿真图 图 2.8 扩展板 PCB 2D 仿真图

2.1.5 串口屏人机交互

采用迪文 T5L显示屏，是迪文科技针对 Alot应用设计的低功耗、高性价比、

GUI和应用高度整合的单芯片双核 ASIC触摸屏。采用高速串口与单片机进行通

讯。GUI设计有 BD卫星、路灯设置、故障处理以及内部参数四个基础页面，主

要实现天气参数信息、路灯实时状态、AQI指数、北斗数据展示，以及路灯手动

调节等功能。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233

图 2.9 T5L 串口屏

2.1.6 路灯本体与灯光控制

路灯采用 E27螺口的节能 LED 灯，方便安装与维护，供电电压为 12V。采

用 PWM波形式输出然后利用 NPN5551三极管放大电路对路灯亮度进行调控。

达到节能环保服务大众的目的。

图 2.10 路灯本体 图 2.11 路灯控制电路

2.1.7 故障检测

搭建路灯与小阻值高精度的精密电阻 R10 的串联电路，单片机读取精密电

阻的电压值。当路灯正常工作时，电路处于通路，单片机检测到 R10接地电压，

系统正常。当路灯发生故障时，电路处于断路状态，精密电阻无电压，系统发生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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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精密电阻

2.2 下位机程序设计

2.2.1 程序系统框架

系统采用十任务四线程的处理框架，其系统框图如下。系统首先初始化硬件

连接，使用高级定时器 1虚拟出四个虚拟定时器实现四线程任务同步处理。达到

多任务协同运行的目的。

图 2.13 系统框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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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路灯控制程序框架

系统首先获得路灯所在地的经纬度和北斗精确时间，然后根据经纬度信息获

取该地的日出日落时间和天气数据，之后使用天气数据对日出日落时间进行修正，

从而得到路灯开关时间，当北斗精确时间与路灯开关灯时间一致时，即可实现自

主开灯与关灯。从而可以达到节约资源服务大众的目的。

图 2.15 路灯控制程序流程图

2.3 上位机系统设计与实现

系统上位机包含网页监控平台、钉钉故障告警信息推送以及微信小程序维护

助手三部分。其中网页监控平台面向监控人员，微信小程序维护助手面向路灯维

护人员，两类人员通过钉钉故障信息推送协同工作。

图 2.16 上位机系统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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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网页监控平台

设计使用了自己编写的网页 www.bdzhld.top，它包含了登录，地图监控，路

灯状态，设备管理，数据分析报表五个页面。页面里的具体功能如下：

（1）登录页面

在登陆之前，需要在后台进行注册，注册分为管理员和非管理员两种，注册

时可以使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方式也可以使用账号和密码进行注册。注册后进行登

录页面如下所示：

图 2.17 登录页面

（2）地图监控页面：在此页面可以查看路灯是否是正常的工作状态以及地

理位置，地理位置是通过读取北斗模块 BC20 发送的经纬度坐标确定，在页面的

右上角有报警中心，在那里可以看到路灯事件报警故障。如下图所示：

图 2.18 地图监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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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灯状态页面：可以查看路灯的亮度状态，它分为熄灭、半亮、全亮

三种亮度，此外还能查看每个路灯的功率动态图和实时状态，实时状态又包括电

压、电流、工作时间、用电量、AQI 环境数据五部分。如下图所示：

图 2.19 路灯状态界面

（4）路灯设备管理页面：在此页面可以添加或删除设备，同时也能查看路

灯的备注名称、设备所属产品、设备状态、最后上线时间等。如下所示：

图 2.20 设备管理页面

（5）数据分析报表页面：此页面用来统计一段时间内设备的更新时间、设

备名称、有功功率值 (瓦特)、调光等级 (百分比)、工作电流 (毫安)、工作电压

(伏特)、用电量、AQI 指数、工作时间 (分钟)的数据，通过查看这些数据我们可

以合理的分析某个路灯情况，也查看了整个系统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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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数据分析页面

2.3.2 钉钉告警推送

当路灯发生故障时，下位机通过 BC20模块向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上报故障事

件，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结合钉钉软件，将故障告警信息及时发布，以告知维护人

员。

图 2.22 钉钉告警推送 图 2.23 钉钉告警推送群

2.3.3 微信小程序开发

微信小程序面向维护人员设计，为维护人员提供故障路灯的具体位置、以及

路灯详细参数等信息。主要包含首页、数据页面以及个人信息三部分。其页面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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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微信小程序维护助手

3 功能调试与应用
3.1 路灯设备调试

3.1.1 北斗卫星数据调试

BC20 模块支持北斗定位功能，根据 AT 指令获取北斗卫星数据。首先发送

AT+QGNSS=1 打开 GNSS 功能， 等待一段时间后，使用 AT+QGNSSRD?指令获取

卫星数据，其数据返回如下，通过对返回数据解析即可得出路灯的经纬度和系统

精确时间。

图 3.1 北斗卫星数据

3.1.2 API 天气信息获取与解析

系统首先使用该模块连接心知天气服务器，其服务器 IP：116.62.81.138 端口：

80。然后发送天气 API 获取天气信息，心知天气在接收到 API 请求后，会返回相

应的 JSON 数据，最后单片机对返回的 JSON 进行解析。返回数据解析后打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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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天气数据

3.1.3 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调试

为实现上位机和下位机数据传输，选取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作为数据中枢。

BC20通过 MQTT协议实现与阿里云服务器的通讯。MQTT是一种基于发布/订
阅模式的轻量级通讯协议，该协议构建于 TCP/IP协议上。先在阿里云物联网平

台上定义产品和设备相关信息，之后定义设备的相关属性和事件，最后就可以通

过 Topic类进行数据上报和接收。

图 3.3 物理模型数据

3.2 功能应用

3.2.1 路灯控制

路灯的控制分为自动控制、手动控制两部分，自动控制是由于 BC20模块获

得了精确的路灯定位点的经纬度和精准的北斗时间，根据获取的北斗经纬度通过

NB-IOT物联网络获得近三天的日出日落和天气情况，再根据北斗时间综合两种

情况进而自主实现路灯的开关。手动控制则是通过管理人员在网页监控平台手动

调节路灯的开关状态或者由维修人员在路灯设备端手动调节路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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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自动关灯

图 3.5 自动开灯

3.2.2 故障上报

当路灯发生故障时，首先钉钉软件会发送故障告警消息通知管理人员和维修

人员，管理人员在网页监控平台可观察到路灯的标记点变为红色，点击红色标记

点可以查看路灯故障的一些参数信息，进而关闭路灯等待维修人员进行修理。维

修人员在接收到钉钉故障告警信息后通过微信小程序维护助手来查看故障信息

参数，然后再进行修理，此外维修人员也可在路灯设备端进行自检操作，来查看

路灯的故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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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模拟故障

图 3.7 网页告警

图 3.8 钉钉告警

4 总结与展望

我们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反复的调试最终完成了预定设想的功能，实现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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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和 NB-IoT技术的智慧路灯系统，该设计也最大性的满足了管理人员、

维修人员和普通百姓的需求。但是智慧路灯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希望专家们能

够指出，使智慧路灯系统尽量完善。也希望接下来系统将向着更加集成化、智能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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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和 DGT 技术的智能无人采样船

作者：黄杨、 李承航

指导教师：李雪花、鄢世阳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

【摘要】：监测海水中污染物的种类及浓度，对于了解其环境归趋、评价其

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样是监测海水中污染物的重要步骤，但目前仍没有开

发出能应用在海水的无人环境监测船。本研究开发了一种搭载梯度扩散被动采样

器的无人船(USV,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对海水中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测和采

样。无人船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包括水上无人船系统和岸基监控子系统。下

位机主控制中心采用了基于微处理器技术的 Arduino开发板，驱动控制中心采用

微处理器 Atmel AVRATmega328 实现信息采集。船体搭载 GPS，北斗系统、高

清摄像头和 4G模块，实时进行船体定位及航行轨迹的回放，可实现水面巡逻功

能，对水域实时监控，并完成无人船和岸基监控子系统之间的实时通信数据传输。

前端机械臂挂载多个梯度扩散薄膜(DGT)采样器，在特定海域将机械臂放下，采

样器浸入海水，进行污染物被动采集。搭载常规水质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度、pH、
ORP、电导率、溶解度等水质参数。无人船安装了防水型的超声波测距避睹模块，

当遇到水面障碍物时，可以进行避障。船行速度可达到十五海里每小时，海面最

长待机两周。结合遥控水下智能机器人(ROV)系统、高清水下摄像机及光源系统

等设备，可从事水质采样、图像处理、水下非均匀光场监测、海底微生物观察等

科研工作。

【关键词】:北斗系统，无人船，海水采样，DGT采样技术

【Abstract】Monitoring the sorts and concentrations of pollutants in seawat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environmental fate and evaluating their
ecological risks, and sampling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unmanne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vehicle that can be used in seawater has not
been invited. In this study, an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 equipped with
“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in-films (DGT) sampler” was developed to monitor and
sample pollutants in seawater in real time. Using a modular design concept, the USV
consists of the unmanned sampling system and shore-based monitoring subsystem.
The control center of computer adopts Arduino development board based on
microprocessor technology. ATMEL AVR atmega328 microprocessor is used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real-time online offshore monitoring system is formed by
the GPS, “Beidou” system, high-definition camera and 4G module, which can realiz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USV and the shore
monitoring subsystem. Multiple DGT samplers are mounted on the front end of the
manipulator of the USV. The manipulator can be lowered in the specific sea area, and
the sampler is immersed in the sea water for passive collection of pollutants.
Furthermore, the USV is equipped with conventional water quality sensors to monitor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such as temperature, pH, ORP, conductivity and solubility in
real time. The waterproof ultrasonic distance measurement and avoidance module can
avoid collision when encountering obstacles on the sea. The USV have a top spe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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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autical miles per hour. It can stand by for up to two weeks on the sea surface.
Combined with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ROV) system, high-definition underwater
camera and light source system, it can be engaged in water quality sampling, image
processing, underwater non-uniform light field monitoring, seabed microorganism
observation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Seawater sampling, 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in-films technique (DGT)

1 立项依据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大量化学品，可随生活污水、河流等被排放到海

水中，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监测海水中污染物的种类及浓度，对于了解其环境归

趋、评价其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样是监测海水中污染物的重要步骤。通常

采样方式包括主动采样和被动采样，传统的主动采样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财力，而被动采样技术并不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目前海水中污染物采样方式仍然

以主动采样为主，因此有必要研究一种经济、便捷的新型采样方法。

国内外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公司进行了船舶无人化研究，无人船 (USV,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是研究中的热点，其在军事和民用都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在军事方面，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目的，在执行扫雷、侦察等危险系数高的

任务时 USV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民用方面，USV能有效减少人员费用的支出和

提高船舶航行的安全性。但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仍没有开发出能实际应

用在海水的环境监测船，其船所搭载的传感器准确性有待商榷。而搭载 DGT采

样器的无人船便会在保证采样准确度高的情况下，完成相应的常规水质监测项目。

2 项目创新内容
2.1 ．项目总体思路

本研究拟开发一种搭载梯度扩散被动采样器的无人船，对海水中污染物进行

采样。在进行无人船的设计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分别对某一

个特定功能的模块进行设计，无人船系统包括水上无人船系统和岸基监控子系统，

水上无人船系统包括无人船下位机主控制中心和驱动控制中枢。无人船下位机主

控制中心采用了基于微处理器技术的 Arduino开发板，无人船外围相关的控制和

信息采集的相关工作由无人船驱动控制中心完成，驱动控制中心是一款采用了微

处理器 Atmel AVRATmega328。无人船搭载 GPS模块和 GPS和 4G模块，通过

GPS模块实时进行无人船的定位，通过与电子地图比较，可以在上位机界面进行

无人船航行轨迹的回放；4G主要完成无人船和岸基监控子系统之间的通信数据

传输。无人船船体还安装了防水型的超声波测距避睹模块，当遇到水面障碍物时，

可以进行避障，同时还搭载了温湿度传感器，可以对无人船所在的水域进行温湿

度的检测，这些功能通过无人船监控系统下发读取指令并显示。为了对无人船所

在的水域实时监控，采用了 5.8 GHz的无线网桥进行视频的传输，目前市场上用

的无线通信模块大部分是 2.4 GHz的，无人船设计采用的是 RF433收发模组，干

扰非常小，传输带宽高达 8 km，无人船装载了髙清的监控系统，可以实现无人

船的水面巡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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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人船的前端加上机械臂，机械臂上挂载多个梯度扩散薄膜(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in-films，DGT)采样器，让无人船在特定海域上将机械臂放下，使

DGT采样器浸入海水，进行污染物被动采集。无人船在离开制定海域后，机械

臂抬起使 DGT采样器与海水脱离，以保证 DGT采样器所采集的对象为指定区域

海水。

同时我们也在无人船上搭载常规水质传感器，如温度、pH、ORP、电导率、

溶解度等。无人船在搭载这些常规水质传感器后可以完成初步水质检测任务，以

达到减轻用户检测工作量的目的。

我们设计的无人船可以实现基本的航行，结合我们设计的 ROV(遥控水下机

器人)系统，将无人船和 ROV结合在一起作为载体，搭载智能机器人、高清水下

摄像机及光源系统等设备，从事水质采样、图像处理、水下非均匀光场、海底微

生物观察等各种重要科研项目的科研工作。

智能无人采样船的构造图和实物图如图 1所示。搭载 ROV进行水质采样的

运行图如图 2所示。

图 1 船体构造图及产品实物图

图 2实物运行演示

2.2 ．可行性分析

（1）经济可行性：近年来我国的 GDP一直呈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就第一

产业投资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在不断增加，高速的经济增长条件进一步

刺激了客户的购买力，目标环保企业本身的经济实力在加强的同时也创造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具备了采购和装备无人船产品的经济基础。因此无人船的行业发展

具有十分有利的经济环境。

（2）政策可行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科技强国战略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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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等理念的指引下，国内各级地方部门都在大力提倡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并且在资金、场地、税收方面都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

本项目基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围填海活动对大江大河三角洲滨海湿

地影响机理与生态修复》，并且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

（3）技术可行性：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理念、新技术的突飞猛进，船舶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无人船艇的实现足够的科

技支撑。且采样方面采用了梯度扩散薄膜技术(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in-films
technique, DGT)，通过一层水凝胶薄膜，将结合了吸附剂的吸附凝胶与环境溶液

相隔，有效地控制薄膜采样器内外的物质交换过程，环境中的目标物通过水凝胶

薄膜扩散后富集在吸附凝胶上，其富集质量与采样时间存在对应关系，通过检测

单位时间内目标物在吸附凝胶上富集的质量，即可计算出环境中目标物的浓度，

从而完成被动采样。

（4）模式可行性：智能采样无人船主要采用网络渠道进行销售。相比于传

统线下销售，网络销售具有更高的群众接受度和更广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较

低的销售成本等优势也为后续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网络销售的渠道便于

企业对销售情况与客户反馈做出及时反应；且其数据更为直观，便于企业及时调

整销售策略。因此，网络销售模式对于成员基本为在读学生的企业具有较高可行

性。

（5）组织和人力资源可行性：目前项目成员主要为本校在校学生，具有较

为便利的条件对产品进行进一步开发与售后服务，且本产品获得了相关教师的大

力支持，具有可靠的技术后盾。销售模式为网络销售，较为简单且不需要相关专

业知识，简单培训即可熟练掌握。组织成员具有较为丰富的课余时间与精力，能

够充分满足创业需求。

（6）项目市场分析及前景预测：目前有部分无人驾驶船舶技术已较为成熟

并得到实际应用，如环境感知技术、通信导航技术、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等，

但有些技术缺少在真实环境下的验证，如能效控制技术、航线规划技术、安全预

警技术、自主航行技术等。因此，可以说，无人驾驶船舶总体仍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还未完全成熟，市场竞争还未到达激烈的程度。未来 10-20年智能化技术的

发展将决定无人驾驶船舶的面貌。考虑到水污染日渐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无

人水样采集工作将得到更多关注，在科研方面与环境事业方面拥有更广阔的机会，

潜在的需求将使市场在未来进一步扩大。

2.3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在船的硬件结构上，无人智能采样船主要由船体、控制端及采样器三部分组

成。采样船船体由电池供能，内部配置 GPS、4G网络模块、摄像头以达成自动

定位、视频监控等功能；船侧安装舵机连接采样器用以控制定点取样；通过内置

单片机与网络的结合完成对船体的控制及数据传输，同时设置自动返航系统以达

成对采样船的回收。

在船的软件构架上，无人智能采样船通过网络远距离控制船体抵达相应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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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可通过用户设置航道与采集点以使船体自动完成定点水样采集。无人智能

采样船使用人工势场算法及模拟退火算法进行路线规划、避障、回航等功能。无

人智能采样船在进行水样采集的同时可通过摄像头获得影像，并使用互联网传输

技术对达到对水面状况的检测，检测后陆地客户端可收到反馈，在实际应用方面

有较大意义。

采样器为采样船的核心，使用被动采样技术，即不需要外界能量输入，通过

采样器内外污染物的化学势差实现污染物的采集。本款采样器利用了梯度扩散薄

膜技术(DGT)，通过一层水凝胶薄膜，将结合了吸附剂的吸附凝胶与环境溶液相

隔，有效地控制薄膜采样器内外的物质交换过程。DGT采样装置的关键部件包

括扩散相和结合相，装置安装在船体前端，由舵机控制完成指定监测点放置采集

及定时样品回收等水样采集任务。通过检测单位时间内目标物在吸附凝胶上富集

的质量，即可计算出水环境中目标物的浓度。

3 实施方案

无人船(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是一种新型的搭载平台,依托于小型

船舶在走航过程中进行连续性海洋监测及采样。无人船工作于水面,大部分表面

原位和剖面测量传感器均可搭载,例如 CTD、叶绿素、溶解氧、流速仪、单/多波

束测深仪、ADCP 等,可应用于浅水湖泊、近岸、岛礁周边等复杂区域甚至大洋

的多要素同步测量。

我们基于无人船的发展基础上开发出了智能无人采样船。智能无人船采样船

产品主要由船体，控制端及采样器三部分组成。采样船船体由电池供能，内部配

置 GPS，北斗系统及摄像头以达成自动定位，视频监控等功能；远程监控分为船

端和岸端两组设备，主要用于采集和存储无人船航行的视频图像、航行及机舱数

据等综合信息，并在船岸两端实时显示。实现船岸之间高质量音、视频通信，同

时集成电子海图和数据库等功能。对于无人船的航行位置、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保证了运行故障的早预警、早发现、早解决。船前方安装机械臂连接采样器用以

控制定点取样。我们在无人船的前端加上机械臂，机械臂上挂在多个 DGT采样

器，让无人船在制定海域上将机械臂放下，使 DGT采样器浸入海面，进行海水

被动采集。无人船在离开制定海域后，机械臂抬起使 DGT采样器与海水脱离，

以保证 DGT采样器所采集的对象为指定区域海水；通过内置单片机与以太网的

结合完成对船体的控制及数据传输，同时设置自动返航系统以达成对采样船的回

收。马达可以达到十五海里每小时，海面最长待机两周。

自动采样技术为智能无人采样船的核心，采用了梯度扩散薄膜技术（DGT），
通过一层水凝胶薄膜，将结合了吸附剂的吸附凝胶与环境溶液相隔,有效地控制

薄膜采样器内外的物质交换过程。DGT 采样装置的关键部件包括扩散相和结合

相，装置安装在船体外侧，由机械臂控制完成指定监测点放置采集及定时样品回

收等水样采集任务。通过检测单位时间内目标物在吸附凝胶上富集的质量，即可

根据环境学相关知识与 Fick第一扩散定律计算出水环境中目标物的浓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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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中由于 DGT 的吸附作用导致 DGT 界面的溶液中待测元素的量会随

着时间而下降，因此对于 DGT 所测的溶液浓度（CDGT， μg·L-1）的计算需要

运用微积分。（CDGT为测量期间内 DGT与物界面的平均浓度）

(2)

上式中：M 是被 DGT 吸附的离子的总量（ng），其可以直接通过 X 射线

荧光分析（XRF）、粒子诱发 X 射线荧光分析（PIXE）或者激光烧蚀-电感耦合

等离子质谱分析（LA-ICP-MS）对吸附胶分析获得。酸洗脱法 （acid elution）
利用酸溶解吸附膜所吸附的待测元素，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法（AAS） 或者

ICP-MS 分析洗脱 液中的待测元素，从而获得待测元素的量。A 是 DGT 的开

口的面积（cm2）； 是扩散膜和滤膜的厚度（cm）；T 是 DGT 装置的测量时间

（s）； 是待测元素在扩散膜里的扩散系数（cm2·/s），不同元素的扩散系数已

通过实验测得，可以直接对照温度与扩散系数表获得。

图 3 DGT 采样器结构

扩散是一个物理运动过程而非化学过程，该过程受离子的浓度梯度和扩散系

数控制，见公式(1)。对于 DGT 装置来说，离子能否在扩散膜中形成稳定的扩

散过程是个关键问题。因此，扩散膜的制作材料和工艺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扩散

膜主要由聚丙烯酰胺和由琼脂衍生的交联剂制作而成。扩散膜通常含有 95%的水

分，因此对于分子量低于 105 的离子来说，扩散膜带来的阻力是很小的，同时

可以判断出扩散膜的孔径大约为 2~5 nm，这样 DGT装置可以使测量结果达到目

前能达到的最准确值。

传统采样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样品在储存期间发生某些物理、化学、生物

方面的变化，导致所采集样品不能真实反映实际存在形态。例如在水样中，颗粒

物、胶体和溶质之间的动力学平衡状态很可能在存储过程中被破坏，从而导致被

测物质的形态和浓度发生变化。DGT 技术却能够在原位状态下比较真实地反映

水体的天然存在形态。应用 DGT 技术测定水样中特定物质的含量比传统的提取

法更能反映其真实浓度与情况。

控制端通过 433模块和 4G远距离控制船体走向与采集点。也可通过单片机

设置航道与采集点以使船体自动完成定点水样采集。使用蓝牙技术可与手机进行

互联，也可与 PC端进行远端操作，手机及 PC端的 APP均已开发完毕，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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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智能采样船在进行水样采集的同时可通过摄像头及互联网影像传输技术达

到对水面状况的检测与反馈，能够完成多种任务，在实际应用方面有较大意义。

图 3 船体控制端结构图

图 4 电脑和手机端的 APP 界面及采样器的组装

（1）主要产品介绍：目前阶段的主要产品为智能无人采样船，是以环境事

业为根本的一款产品，确定了以智能环保为总路线的基础。

（2）主要产品特性：本产品通过梯度扩散薄膜技术可以做到被动采集，通

过长时间的放置从而获得水体区域稳定状态。且经过自主创新研发在无人船的基

础上增添了自动定位功能，用电池系统控制的自动返航功能与 4G通信、视频监

控等功能，相较同种类产品具有更高的领先性与实用性

（3）未来产品的研发计划：计划在未来短期时间内专注于现有产品的进一

步完善与开发，拓展市场的同时完善经营渠道。建立完善产品的技术研发体系和

产品验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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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情报收集管理的相关机制，及时了解行业和上游配套产业的技术发展，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特别在传感器技术和航行技术的跟踪方面需要不断跟

进和尝试使用新的技术和器件，保持技术的先进性。

（4）知识产权规划及建设预期：计划在未来半年内申请相关专利并使公司

运转步入正轨。在未来一年内收回研发成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争取盈利。

4 项目应用
4.1 市场前景

当前社会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都在加大对环保事业的投入，

市场增长空间很大。国内无人船市场目前正从培育期走向成熟期，而本身无人船

产品的应用范围十分的广阔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这一点被大多数行业企业所认

同。同时，中国市场上暂时还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并且市场上尚未有合适

的替代该产品能满足客户的潜在需求，客户潜在需求很难通过其他产品满足。

我们所开发的智能无人采样船具有操作简单、采样精准、实时监测等优点，

可广泛应用于水质实时监测，水样定点采集，及水面状况反馈等方面，具有较大

的实用意义。结合有关环保政策引导，我们将市场定位于科研院所、高新环保企

业、遥感测绘市场。

4.2 实际参与科研项目与及取得科研成果

在产品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方面，我们目前已经与大连市环保局合作，参与

项目“大连市近岸海域水环境激素及抗生素调查评价与防治对策研究”，对大连

市近岸海域国控点的水环境污染情况进行了采样和调查，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果。基于我们的分析结果，阐明了大连市海水污染特征，制定了《海水养殖排放

标准(草案)》和《海参养殖清洁生产要求(草案)》。（立项单位：大连市环境保护

局；承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此外，该部分数据还在环境领域权威期刊 Environmental Pollution上发表 SCI
论文一篇，影响因子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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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人船取得的科研成果（大连市近岸海域国控点污染情况分析）

图 6 无人船在科研项目中的实际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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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在远洋航行中的应用

作者：陈杨琼

学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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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应用

作者：王立平

学校：耀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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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方位角仰角测定器》教具

作者：刘章平

学校：绥宁县武阳镇学校

1 设计背景：

当我带领学生进行北斗领航梦想“北斗走天下”实践活动的时候，用北斗资

源包模块测到卫星的仰角和方位角的数据，为了便于学生形象地理解这两个科学

术语，也便于我们晚上观察卫星。我们在实践活动中依据仰角和方位角的定义制

作出卫星方位角、仰角测定仪器。

2 作品结构：

1．卫星方位角仰角测定器由一个 360 度刻度的圆盘、一个左右起点 0-90 度

的量角半圆、一个指南针三部分组成。由一个 360度刻度的圆盘、圆盘中央一个

左右起点 0-90 度的可旋转的带有方位角仰角的指针的量角半圆、一个指南针、

三个水平调整螺旋四部分组成。可以直观的再现卫星方位角、仰角及根据方位角、

仰角数据确定卫星的位置和轨迹。

3 项目的选题

参加学校北斗领航梦想北斗科技活动小组，进行北斗领航梦想“北斗走天下”

实践活动的时候产生灵感，设计出方便观察卫星的位置轨迹的方位角仰角测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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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或研究）该项目的目的和基本思路：

卫星方位角仰角测定器目的是形象简单测定卫星方位角仰角（仰角，即在某

给定的时刻，位于地球上的点 P的观察者到卫星的视线与当地地平线之间的夹角

（如图所示）。通常用它来描述卫星在某时刻经过观察者上方的位置，仰角为 90。
表示卫星在观察者正上方。卫星的方位角是从某点的指北方向线起依顺时针方向

至目标方向线间的水平夹角。方位的大小变化范围为 0°～360°，北点为 0°，

东点为 90°，南点为 180°，点为 270°。）便于我们晚上观察卫星，方便观察

卫星的位置轨迹，根据北斗观察哨北斗显示屏方位角仰角数据调整转盘找到方位

角、再调整相应的仰角指针，指针指向的方向就是天上卫星的位置。

5 该项目的研究过程；

根据北斗领航梦想“北斗走天下”实践活动实验手册测得的卫星方位角仰角

数据，在手册上描点，这样的方法不直观，对于我们小学生很难理解，于是，在

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先用纸板做个圆盘，先标出东南西北方向描点，方法是按数

学老师教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再在圆盘上标上 0-360 刻度；接着又用纸板

剪个半圆或四分之一个圆盘也可以，标上 0-90 度刻度；

6 该项目应用了哪些科学方法、科学原理；

组合法、实验法。

7 该项目的主要贡献（创新部分）；

解决了北斗卫星的方位角、仰角演示测得数据，反过来根据数据找到卫星位

置；可把这个装置装到望远镜上观星。也可把这个装置装到望远镜上观星测定其

他天体星球的方位角、仰角，便于我们更好的观察与跟踪。

他人同类研究的情况调查；

经查新现没有方位角测定仪器，只有太阳仰角测定仪。更无两个组合在一起

的发明作品，也未见同类报道，完全属原创。

8 进一步完善该项目的设想；

运用人工智能控制技术输入方位角仰角数据自动调整正确指向。

9 我的发明过程及研究与制作活动过程图片：

由参加北斗科普小组--测量数据--分析数据--提交北斗科普网--形成成果展

示--生成星座图。设计--纸板制作--实验改进-自制纸质北斗卫星模型----制纸质制

作圆盘方位仰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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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高职组二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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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频发路段军民两用北斗智慧“交警”

作者：侯利方、冯嘉梁 、徐科 、杨成

指导教师：李春燕、李倩

学校：航天工程大学士官学校

【摘要】：针对军用特种车辆、车队，分析了大型车辆事故频发的原因，设

计出一种基于“北斗”的智能化交通控制系统。该交通控制系统融合了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定位及短报文通信技术、4G通信技术、云平台技术和控制终端优选

策略技术，实现了根据大型特种车辆的行驶路线及车流实时控制交通信号灯的功

能，彻底避免了大型特种车辆弯道会车的安全隐患，有效提高了事故频发路段交

通安全性。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短报文通信，特种车辆，智能交通灯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frequent accidents of large
vehicles, and designs an BDS smart "Traffic Police" on accident black spots. The
traffic control system is a blend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nd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4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loud platform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control termi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realized according to
the large special vehicle route and function of real-time traffic control traffic lights,
completely avoid the security hidden danger of large special vehicles passing each
other corner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requent accidents road traffic safety.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Beidou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special vehicle, Intelligent traffic lights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山区的道路大多顺地势修筑而成，盘山绕行，路面狭窄。由于不通视或缺乏

交通指挥等原因，山路急弯或连续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区域。据我国交通事

故统计年报显示，弯道路段发生的交通事故占全部交通事故的 7.84%，弯道死亡

事故则高达全部交通死亡事故的 16.3%[1]。因此弯道是事故频发路段最典型的道

路类型。

目前，我国通常会在转弯道路盲区内安装凸面广角镜、提示标语等辅助司机

安全驾驶，司机也会在转弯时鸣笛，但这些措施对提高大型车辆弯道会车安全性

的作用并不理想。当前很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许多将先进技术和智能化交通理念

相结合，提高弯道会车安全性的技术和方法。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

车辆行驶的安全性，但却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交通管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弯

道会车带来的安全隐患。

我军很多基地都建在深山区，为执行军事任务，大型特种车辆常常会形成车

队在山路上行驶，当车队遇到事故频发路段会车出现盲区时，危险性很大。对于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288

军用特种车队来说，一旦其中某一辆车发生交通事故则有可能连带形成连环事故，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图 1-1 特种车辆行驶图

不仅是军用特种车辆、车队，民用旅游大巴车队、工程车队、运输车队等大

型车队也存在情况（如图 1-1所示）。为确保特种车辆、车队连续、快速、安全

的通过事故频发路段盲区，本文以北斗定位及短报文通信技术、无线通信技术、

物联网技术为支撑，设计了一套军民两用的北斗智慧智能化交通控制系统，在事

故频发路段根据特种车辆、车队的行驶路线、车流量实时控制交通信号灯，从根

本上解决了弯道会车的安全隐患，有效提高车辆的安全性。

2 设计原理
2.1 系统创新思路

1.提出一种新型交通管制理念：突破交通管制中无岔路不设灯的传统，在双

向无岔路道路的事故频发路段，针对大型特种车辆在安全区域内设置可控交通灯

（如图 2-1所示），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型特种车辆弯道会车带来的安全隐患。

图 2-1 弯道交通信号灯示意图

2.设计出一种只针对大型特种车辆进行控制的新型交通控制灯：突破传统交

通灯的除了过渡黄灯，就是非红即绿的状态，只在大型特种车辆出现时进行交通

管制，使交通管制更人性化，提高安全性的同时有效顾及运输效率。

3.实现了一种基于北斗的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的定位、

短报文通信功能和 4G无线通信方式，实现了车辆与交通灯的“互动”，系统自

动获取特种车辆位置和数量信息后，程序控制双向红绿灯的亮暗时长，达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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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交通灯的目标。

4.探索一种可扩展、开放式的交通管制模式：一方面管理员可以通过云平台

远程监控、调度、控制整个交通管制过程，路况信息通过网络实时显示，便于整

个盘山路的控制和把握，大范围提高车辆行驶安全性；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云

平台实时查看车流量信息，了解道路状况，及时规避拥堵路线，提高运输效率。

2.2 总体方案设计

整个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主要包括：车载装置、云平台、交通灯控制系统三

部分，如图 2-2所示。

图 2-2 系统结构图

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车载装置发送当前定位、时间、车速信息给云平台，云

平台通过路径规划，发送数据到最近的控制终端，控制终端收到数据后发出控制

指令，交通灯根据控制指令执行不同的亮灯策略，如图 2-3所示。

图 2-3 设备交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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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载装置

车载装置包括北斗定位模块、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4G模块。军用特种车

辆和民用大型车辆本身都装有北斗定位模块，可以实时对车辆位置进行定位。经

过事故频发路段时，军用特种车辆采用通过短报文通信模块进行数据通信，民用

大型车辆通过 4G模块进行数据通信。

2.云平台

民用车队车辆信息通过物联网云平台，平台有管理员和用户两种权限设置，

管理员可以对车辆数据进行数据采集；用户可以实时获取道路信息，实现优选路

径规划。

3.交通灯控制系统

交通灯控制系统部分包括控制终端和交通信号灯。控制终端根据云平台的信

息，下达控制指令，控制交通信号灯的变化。

2.3 系统硬件设计

2.3.1 北斗定位和短报文通信模块

本系统选用FB3511型10W北斗射频基带一体化模块作为北斗定位和短报文

通信模块。该模块集成了射频收发芯片、功放芯片、基带电路、ATGM331C模

块，可完整实现定位和短报文通信功能。

图 2-4 北斗射频基带一体化模块

图 2-5 内部定位部分功能框图

ATGM331C是高灵敏度北斗接收机模块、支持北斗系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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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RDSS 部分结构框图

短报文模块发送端基带芯片接收上位机的命令，将命令或者数据打包成帧数

据并进行数字调制，形成基带数据流，经射频芯片整形、滤波、调制到发射载波

上；最后经过发射链路的滤波放大后经过发射天线发送到卫星，实现定位及短报

文通信。短报文模块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经过滤波及 LAN的信号放大，经信号

传至射频芯片，射频芯片输出 50MHZ采样时钟给基带处理芯片。基带芯片对接

收到的数字中频进行基带处理，并输出。

该模块射频接口为 MCX—KYD11，通信采用 UART 串口通信，电源使用

12V/5V双路供电，通过北斗 4.0协议通信，数据格式为 NMEA4.0协议。

2.3.2 G 移动通信模块

民用车辆的定位信息可通过 4G 移动通信网络传输到云平台。这里选用

AIR724UG模块，该模块使用 TCP-SOCKET协议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方便操作，

功耗较低。民用车辆车载模块在接收到北斗定位数据后，通过 AIR724UG 模块

向云平台发送定位数据，时间数据与速度信息。

图 2-7 4G 移动通信模块

2.3.3 控制器

车载主控和红绿灯主控选用 STM32F407VET6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此单片

机采用 Cortex-M4内核，CPU最高速度达 168MHZ，具有 1024K Flash，多种控

制外设、USB全速接口和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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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车载主控原理框图

2.3.4 监控中心设计

监控中心主控选用普通计算机，并安装北斗短报文终端。计算机运行北斗短

报文解码软件，并与云平台交互，解析北斗短报文数据与云平台下发数据，进行

路径规划，得出车辆到不同红绿灯距离，下发控制指令到红绿灯控制中心，根据

控制指令执行不同的红绿灯亮灯策略。

图 2-9 北斗短报文终端

3 软件设计
3.1 北斗短报文通信设计

北斗短报文的通信流程为：北斗短报文发送端向卫星发送通信申请，北斗卫

星转发至地面中心站，地面中心站接收到北斗卫星发送的申请信号后，将处理过

的信号发送给北斗卫星，通过星际链路发送给目标接收端，目标接收端将接收到

的信号处理解密，得到通信内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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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短报文通讯协议

接口数据传输基本格式如表 3-1

表 3-1 接口数据传输基本格式

指令/内容 长度 用户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和

（1）北斗卡状态检测

表 3-2 IC 检测 （ICJC）

指令 长度 本机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和
帧号

$ICJC 16 bit 24 bit 8bit 8bit

表 3-2IC 检测协议用于获取本机北斗卡信息。使用时，用户向北斗短报文终

端发送带有“$ICJC”协议头的检测申请信息，其中“本机地址”全为 0，“信息

内容”固定全为 0。

表 3-3 IC 检测信息 （ICXX）

指令 长度
本机

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

和帧号
通波
ID

用户

特征

服务

频度

通信

等级

加密

标志

下属

用户

总数

$ICXX 16bit 24bit 8bit 24bit 8bit 16bit 8bit 8bit 16bit 8bit

北斗短报文终端在接收到“IC检测（ICJC）”指令后，将当前设备 IC卡上

包含的主要信息，组包编码后反馈所需的信息内容。

（2）短报文收发协议

北斗短报文通讯终端发送通讯申请协议格式如表 3-4所示。

表 3-4 通讯申请 （TXSQ）

指令 长度
本机

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和信息

类别

目的

地址

电文

长度

是否

应答

电文

内容

$TXSQ 16bit 24bit 8bit 24bit 16 bit 8bit 最长
78byte 8bit

“信息类别”为一段固定格式，按位组包的 8bit信息，内容为如表 3-5。

表 3-5 信息内容

报文通信
3bit

密钥
1bit

通信类别
2bit

传输方式
1bit

标志
1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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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固定 0 固定 01 0：汉字

1：代码
固定 0

“目的地址”为短报文接收方北斗卡 ID号，格式同“本机地址”，“电文长度”

为所要发送“电文内容”的长度；目前最大传输 78个字节。

本文中，车辆通过安装前文所述的北斗短报文车载终端，进行相关配置后，

即可向红绿灯终端发送短报文信息。

表 3-6 通讯信息 （TXXX）

指令 长度
本机

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

和
信息

类别

发信

地方

发信

时间

电文

长度

是否

应答

电文

内容

CRC
标志

$TXXX 16bit 24bit 8bit 24bit 8bit:h
8bit:m 16bit 8bit 最长

78byte 8bit 8bit

红绿灯终端在接收到短报文信息后，需要对报文内容进行解包处理。短报文

通讯信息格式如表 3-6所示。“发信地方”为发送方北斗卡 ID，“发信时间”为

车载端发送短报文的时间，“电文长度”和“电文内容”长度相对应，不超过 78
字节。

3.1.2 协议组包

车辆通过车载北斗短报文终端，将车辆相关信息发送给红绿灯终端，红绿灯

接收到短报文后，解析其中内容，将经纬度信息显示在地图中，并根据车辆速度

和发送接收的时间差，预估车辆距离红绿灯的位置，根据不同车辆距离红绿灯的

远近，来判断山路弯道处红绿灯的开闭与否。

（1）定位数据解析

本设计所使用的车载北斗短报文终端，具有北斗定位功能和短报文通讯功能。

卫星定位星系通过 NMEA0813标准协议传输至北斗短报文接收机，设备接受到

对应报文后，按照标准格式解析即可获得所需的各定位数据。

定位数据通过推荐定位信息(GPRMC)传输，协议格式如表 3-7：

表 3-7 定位信息传输协议格式

帧头
UTC
时间

状态 纬度 北/南 经度 东/西 速

度

$GPRMC Hhmmss.sss A/V Ddmm.mmm N/S Dddmm.mmmm E/W 节

方位

角

UTC
日期

磁偏角 磁偏角方向 模式 校验
回车换

行

度 Ddmmyy 000-180 E/W A/D/E.N *hh CR+L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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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MC,<1>,<2>,<3>,<4>,<5>,<6>,<7>,<8>,<9>,<10>,<11>,<12>*hh<CR><
LF>

（2）短报文组包

北斗二代短报文通讯，可发送短报文为 78个字节，本文所需车辆信息为车

辆卡号、经度、纬度、时间、车速，其中，车辆卡号在报文中可以解析，因此只

需另外发送车辆经纬度信息、车速信息和发送时间即可。电文内容格式设计如表

3-8所示。

表 3-8 电文内容格式

经度 纬度 速度 时间 通讯信息 保留位

4byte 4byte 4byte 6byte 50byte 10byte

经度纬度速度分别占用 4个字节，留出 50字节作为短报文通信内容，10个
字节作为保留位，用于后续扩展（如传感器信息等）。

3.1.3 协议解包

（1）车辆信息解算

红绿灯终端接收到车载端发送的短报文信息后，需按照协议格式，将车辆信

息进行解算。

首先根据表 3-6解算发送方北斗卡 ID号。

报文内容按字节第 11、12、13位（从第 0位考试）为发送方地址，解析代

码如下：

……

位置信息为第 18至第 12个字节，速度信息为第 26至 29个字节，时间信息

为第 30至 35个字节，解析代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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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将车辆上传的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全部解析，供后续使用。

（2）车辆位置显示

本设计通过调用在线地图的WEBAPI实现对车辆经纬度的地图标记，打点

函数如下：

……

软件通过调用此 API，在程序中实现将获取的经纬度值在地图上进行打点标

记。代码如下：

……

将获得的位置、时间、速度信息，结合接收时刻时间，计算出时间差，即可

预测期间车辆行驶距离，进而推测车辆当前位置，通过比较弯道两侧车辆距离红

绿灯的远近控制红绿灯的开关。

3.2 交通灯主控程序设计

交通灯主控程序首先判断是否从云平台获取车辆位置信息，没有位置信息时

主控按默认程序控制红绿灯。在收到云平台发来的新指令后，主控更新红绿灯控

制程序，并将其作为新的默认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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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通过短报文或 4G通信模块，将车辆信息传输至红绿灯控制终端，终端

根据车辆连接数量和当前距离，给红绿灯下发控制指令，控制红绿灯亮灯时间。

当没有数据发送时，弯道处红绿灯为常亮黄灯，起到警示作用。当红绿灯终端收

到短报文或无线模块传输的车辆信息时，启动控制程序。首先，假定每个弯道处

两个方向的经纬度已知，当接收到车辆发送的定位信息后，通过调用百度地图路

径规划 API，获得车辆距离两个红绿灯的距离，根据判断车辆和两个红绿灯的道

路距离远近判断目前车辆处于哪条道路，并控制系统范围距离和最近红绿灯编号。

参考代码如下：

……

根据车流量大小分为三种情况：

（1）车流量较少时

由于设备数量限制，假定此时通过车辆为 1辆，红绿灯距离弯道处安全距离

为 20m，当程序解析到车辆位置进入安全距离后，通过方向红绿灯常亮绿灯 30
秒，对向红绿灯常亮红灯 30秒，即时结束后，红绿灯恢复黄灯。

（2）车流量较大时

假定此时通过车辆为 2辆，红绿灯距离弯道处安全距离为 20m，当程序解析

到车辆位置进入安全距离后，通过方向红绿灯常亮绿灯 45秒，对向红绿灯常亮

红灯 45秒，即时结束后，红绿灯恢复黄灯。

（3）车流量很大时

假定此时通过车辆为 3辆，红绿灯距离弯道处安全距离为 20m，当程序解析

到车辆位置进入安全距离后，通过方向红绿灯常亮绿灯 45秒，对向红绿灯常亮

红灯 45秒，即时结束后，红绿灯恢复黄灯。

获取到红绿灯亮灯时间后，上位机通过串口给下位机发送红绿灯编号和亮灯

时间，同时开启定时器，根据不同车流量控制亮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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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嵌入式 G车载主控程序设计

嵌入式程序是运行在 STM32单片机上的程序，STM32单片机连接 4G模组，

并通过 4G模块，发送 SIM卡号，定位数据，时间数据，速度，通过 TCP透传，

发送给指定服务器，服务器解析数据，即可显示车辆信息。

图 3-1 车载主控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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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4G 移动通信车载主控硬件组成图

本嵌入式程序硬件平台为 STM32F407VET6，软件平台为 Arduino。本次使

用北斗定位模块，并对采集来的北斗定位数据 NMEA信息进行提取加工，得到

最终的位置信息。使用开源库对 NMEA信息进行处理。

3.3 嵌入式红绿灯主控程序设计

嵌入式程序是运行在 STM32单片机上的程序，STM32单片机连接 4G模组，

并通过 4G模块，依照 TCP通传协议，接收来自服务器的红绿灯亮灯指令，并做

出应动作。

图 3-3 红绿灯主控软件流程图

图 3-4 红绿灯主控硬件组成图

3.4 嵌入式短报文主控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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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北斗短报文车载主控软件流程图

嵌入式程序是运行在 STM32 单片机上的程序，STM32 单片机连接北斗短报文

模组，并通过北斗短报文模块，发送北斗通讯卡卡号，定位数据，时间数据，速

度，通过 TCP 透传，发送给指定服务器，服务器解析数据，即可显示车辆信息。

图 3-6 北斗短报文车载主控硬件结构图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设计了基于北斗定位的军民两用北斗智慧“交警”。通过北斗定位模块，

检测大型特种车辆的位置信息，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和 4G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

利用云平台将所得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控制终端对交通灯下达控制指令，最终达

到了解决故频发路段车辆安全会车的目的。通过多次测试证明，它是一名智能的

军民两用北斗智慧“交警”。

2020 年 7 月 31 日，中国的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始向全球提

供 PNT 服务，我军的车辆、装备必将是最先的受益者。目前，全军车辆均已装备

北斗接收机，能够随时接收北斗卫星信号；不仅军用车辆，民用大巴车、运营客

车也已经开始全面普及装配北斗接收机，这些为我们设计的这款基于“北斗”的

智能化交通控制信号灯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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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和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的冻土监测系统

作者：罗伟、 李国均 、张锐 、许瀚尹

指导教师：何应鹏

学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这是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和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的冻土监测系统，该

系统主要由各传感器组合在一起对冻土覆盖区域监测各项指标，对冻土覆盖区土

壤温度水分电导率、土压力、管道应变力、pH值进行自动监测．在实施监测时，

若某项指标超过预设的标准，针对该项检测数据，会将之输送至数据处理中心，

对之展开综合性分析以及处理，为了得到更加详细全面和为了得到更加直观的冻

土覆盖区域信息及情况，使用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进行二次监测。该监测系统可

以用于诸多受冻土影响的区域（如：原油管道、铁路、农业和露天煤矿等受冻土

影响较大的区域），本文以原油管道和铁路监测为例。而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利

用其特点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定位，在传输数据的同时也提供了精确位置，此后

才能用无人机进行二次更加全面、直观的监测。此监测系统可以实时地反应冻土

覆盖区域信息，这样在之后针对冻土所引发问题进行处理时，可以为其提供有效

的解决依据，同时可以针对铁路、油管道等后期的掩护等，提供一定的数据基础。

【关键词】北斗、无人机遥感监测、冻土、传感器

【 Abstract 】 This is a permafros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various sensors to monitor the
indicators of the permafrost covered area, and to automatically monitor the soil
temperature, moisture conductivity, soil pressure, pipeline stress and pH value in the
permafrost covered area. If one of the monitored indicators exceeds the standard, the
detected data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with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get more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and more intuitive information and conditions of
frozen soil covered area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technology will be used for secondary monitor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can be used
in many areas affected by permafrost (such as crude oil pipeline, railway, agriculture
and open-pit coal mine, etc.). This paper takes crude oil pipeline and railway
monitoring as an example. By us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more accurate
positioning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ecise position can
be provided while transmitting data. Only then can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be used for the second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tuitive monitoring. This monitoring
system can reflect the information of frozen soil coverage in real time.

Key words: Beidou, UAV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frozen soil, sensor

1 引言
1.1 研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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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等众多的因素的影响，在我国众多地域冬季常有冻土现象的出现。冬

季气温较低，土壤开始出现冻结的现象，到春季天气变暖，部分土壤开始解冻，

一般持续到七月份时，土壤才能做到完全解冻。冻土具有自己的特点，典型的有

透水弱，以及具有一定的流变性等，和瞬时强度强度相比，长期强度要远低于前

者。在这样的土壤层中，如果埋有原油管道、煤矿等，受冻土特点的影响，会引

发一定的变化。以原油管道为里，在冻土的影响下，很容易导致融沉、不稳定等

现象，一旦管道出现一定的位移现象，对整体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应力，对管道两

侧而言，会伴随有拉伸张力以及压缩力等现象的出现，严重会导致管道的断裂；

受冻土因素的影响，农田耗水量，受冻土因素的影响，灌溉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因土壤解冻，受的渗透性下降，在灌溉时，水无法有效渗透到地下，当土壤解冻

后，势必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因此，急需一个监测冻土的系统对冻土区域进

行实时监测，及时反应冻土区域的相关情况与信息。

1.2 研发意义

冻土，隶属于土体介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对待温度方面，敏感性极高，

里面蕴含众多的水分。与之伴随的常有冻涨以及融沉等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

发生，主要和土壤温度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1-2]。在进行温度检测时，传统的方

式是通过人工来进行的，从测试的频率来看，暖季要明显高于寒冷的季节，对地

基所在土壤来看，当其发生冻——融现象时，所进行的测试频率，需要进行加密

处理，在进行低温测试时，一天需要进行一次[3]。但受地理位置以及天气等众多

因素的影响，在进行人工测试是，常受众多因素的限制，不仅在人力以及物力等

方面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在可靠性方面也比较差，在当前冻土检测中，已经无

法满足实际的需求，同时受冻土冻——融等因素的影响，对露天煤矿、农业灌溉

等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冻土检测时，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将

相关的检测信息反馈到监控中心，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4-6]。随刻科技 发展，

在实际检测时，借助无线传感网络可以大大提升信息传输的效率[7-10]，加上北斗

定位技术和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对冻土区典型段进行实时的气温、土压力、PH
值等，实施动态检测，同时借助现代网络，可以及时将相关的检测数据反馈给检

测中心，让相关的专家在综合分析以及处理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关的解决问题的

措施。同时相关数据的研究，可以冻土问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数据参考，有力与

该领域的长期发展。

1.3 前期研发基础研发

1) 对冻土的相关信息、特点的了解;

2) 对所需传感器的了解；

3) 对北斗特点的了解；

4) 对空间信息处理的了解；

5) 对原油管道、道路、农业、露天煤矿的特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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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编程的学习；

7) GPRS技术的了解；

8) 无线网的相关学习；

9) 对计算机的深入了解；

10)对 RS 和 GIS 的原理和特点的了解；

11)对无人机监测技术的深入了解

2 技术沿革与新技术研发
2.1 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及其特点

2.1.1 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

就北斗定位导航而言，对其实际的工作原理可以进行如下阐释：卫星会向用

户发出以的信息，接着会受到用户反馈的信息，根据时间和速度可以计算出其和

用户之间的距离，这可以称之为伪距。针对使用的用户，为更加精确完成对其三

维位置的计算，同时针对接收机，需要计算出其时钟偏差，伪距测量规定接受信

号的卫星不得少于四颗。卫星定位大多是以“到达时间差”（时延）这一定义计

算的：基于其公式算法如下所示：一方面确定卫星的精准位置，另一方面，针对

原子钟，需要获取与之相关的导航信息，同时计算出时间差。针对卫星，通过接

收机对之进行观察，很对时间可以侧算出接收机与卫星之间的距离，同时依据三

维坐标的原理，在相关公式的计算下，可以确定到地面用户的手机距离，并精确

地面点的实际位置。

针对空间的三维坐标，可以分别用 X、Y、Z来代指，光速，用 C进行代指，

接收机钟差，用 代指。

2.1.2 北斗卫星的定位的特点

1）我国设计的“北斗”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可以完成精确的定位；二是可

以试试通信，在这点上，明显有优越于 GPS。

2）"北斗"在实际定位时，具有极高得到精度。

3）具有时效性，发出信息只需要一秒左右。

2.2 各传感器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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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土壤温度水分电导率三合一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在实际检测时，利用此设备完成对土壤检测，通过对其介电常数的测量，完

成对土壤水分的准确测量，包含水分的体积占比，在目前土壤测量中，应用极为

广泛，如图 1所示。注重变送器具有自身的特定，具体表现为：

1）从电极使用的材料看，属于特殊合金材料，在抗击外力冲击方面具有较

大的优势，不容易遭到损坏。

2）密封性优越，面对酸碱腐蚀，抵抗性良好，适合长期检测所用。

3）具有较高的精度，相应迅捷，具有良好的互换性，且性能极为可靠。

2.2.2 土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受冻土的影响，在有冻土覆盖的区域，由热胀冷缩原理可知，此区域的土块

与外界正常环境相比会有一定的压力差，因此，需用土压力传感器去检测这一指

标。土压力机具有自身的特点：计算精度高，性能优良，安全系数高，能有效避

免多种干扰，在易燃等危险环境下，依然可以使用，布置简单，可以其他类型的

传感器结合使用。

2.2.3 土壤 PH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在对土壤 PH 值进行检测时，通常使用土壤 PH 检测仪来进行，它可以准确计

算出土壤的酸碱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完成土壤品质的有效判断，这在实际中应

用极为普遍，常用此检测仪完成对土壤酸碱度的检验，同得到的数值，可以精确

掌握土壤酸碱程度，提出科学的指导土壤的管理和改良方式，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特点如下：

1) 此仪器整体的体积较小，因此在携带时极为便捷，按键为触摸式，同时

配备有较大的显示屏，字体为中文。

2) 手动和自动模式可以试试一键切换，对相关的数据，可以试试自动记录，

并进行有效保存。

3) 手动模式：在实际工作时，按一次，可以实现一次的存储，包括工作的

时间、工作时相关的环境等，均可以进行记录。同时通过一键切换的方式，可以

实现与自动模式的切换，当连接电脑时，可以完成打印。

4）自动模式：可以先完成间隔时间的设定，依据自己设定的时间，仪器可

以在设定的时间内自动完成相关的检测，并完成相关数据的记录和保存，连接计

算机后，可以完成相关的打印或存储。

2.2.4 管道应变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1) 在冻土区域内，如果埋有管道等，很容易发生冻涨等现象，同时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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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融沉、管道发生位移，断裂等现象，在管道的两侧，常会引发拉伸张力以

及压缩应力的现象，甚至断裂。此处的管道应变传感器是在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及钢材弹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其特点如下：

2) 针对所采集的数据，既可以实现自动读取，也可以向远方接受设备等实

施远程传送，实现数据自动化措施的模式。

3) 通过管道力学指标的数据变化，可以实现可视化表达，因此针对管道的

力学变化现象，管理者可以及时进行掌控。

2.2.5 传感器组时空不连续性的解决

在进行数据采集时，使用的传感器均具有两个方面的忒单，一是时间频率；

二十空间分辨率，具有不连续性特点，为了更好实现连续性作业模式，实现无时

空衔接，达到高共精度测量，针对时空检测结果，对获取的数据实施两个方面的

操作，一是时间插值；二是空间插值，这样可以完成时间的连续性，同时也可以

实现空间的全方位覆盖，同时借助北斗监测点等相关数据，可以对插值精度度进

行有效的验证。

空间插值具有较大的优势，与最小二乘法等传统的方式，优势较为明显，句

在外推能力方面表现极为优良，同时在实际中应用也更为广泛
[9]
，以某检测去为

例，假设其包含有 N个检测点，可以表示为 x1 , x2 ,…, xn ,针对某未知点 s，

其数值可以表示为 Z(s),它可以通过已经监测的数据，在加权估算的基础上，完

成数据的计算，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在上面的公式中,s，代指位置点，借助经度以及纬度，可以完成对具体位置

的确定。借助 Z(s)，可以完成对估算属性值的确定；针对已知测量点，可以用

来表示 的权重。通过普通的克里金法方法，在进行实际计算时，必须以以至观

测点为对象，完成对贡献权重 的计算
[10]

。

如果某项监测时间具有非典去性，针对监测所获得的数据，可以通过临近点

线插值法完成计算
[11]

在进行插值计算时，如果建立与控件插值结果的基础之上，

针对某空间点 s，对之实施时间差值计算，假定时间为 t，空间点表示为 s,t> t

1 且 t<t2,则 t 时刻对应的监测结果值 Vt 为：

�� � = ��1 � + ��2 � − ��1 �
� − �1
�2−�1

式中 和 分别为 s 点上距离时刻 t 最临近的前一时刻 t1 和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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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t2 的监测值。

利用多传感器网的监测结果,在 2 个层次上进行 插值精度的检验.首先在空

间插值上,利用北斗和测量机器人的测量结果,对空间插值结果进行检查; 其次,

在时间插值结果上,采用不同期的北斗及测量机器人监测结果,对时序插值结果

进行检测,实现对插值精度的控制和检验。精度检验的方法采用交叉 验证法,即

对于任意已知观测点 ,采用时空插值形变量与该点的观测形变量的相对差异的

平均值 v来评价精度,可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为观测点的形变量插值结果,为观测点的实际形变值。以此便解

决了传感器组时空的不连续性，使其连续并实时地监测冻土区内的各项指标。

2.3 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特点与应用

2.3.1 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特点

1）成本低 相比于载人飞机，其造价成本极其低廉；无论世事放射，还是进

行回收，都具有极低的成本。操作更为便捷。

2）机动灵活 在实际操作时，具有极高的灵活性，无论是起飞还是停止，都

能够轻松完成。

3）参数精准度高 在使用无人飞机进行操作时，因为其起飞点比较低，从其

获取的遥感图像来看，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并且无人机能够 改变太阳视角，在

相异时间实施空拍，来规避地物某个方位的阴翳对图像造成的影响。

4）气候影响小 能够在低空状态下进行飞行，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小，即便处

于多云气候状态下，依然能够完成清晰拍摄等任务。

2.3.2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林业调研与监测中的信息提取与运用

2.3.2.1 2.3.2.1 获得冻土几何数据

借助无人机航拍的方式，可以完成众多影像资料的拍摄，借助 ArcGIS 软件

可以完成对相关信息的处理。通过图 1，可以展示技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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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无人机低空遥感监测技术路线图

不同地区冻土的影响程度不同，铁路、管道地区运行扰动集中，冻土监测的

重点在于地表土层的冻结而造成冻土周围气温、土压力、PH 值、含水率等相关

指标。

2.3.3 监测信息提取

无人机将所测数据导入摄影测量处理软件进行预处理，将预处理的数据导入

遥感软件进行冻土信息数据的提取。通过 GIS 软件，可以完成冻土面积的变化的

有效展示，其具备的空间数据结构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栅格；二是矢量。

如果处于地理信息系统内，这两种之间是可以完成转换的，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之

中，为了更好实现资源共享以及数据的转换，数据格式常常需要变换不同的种类，

从包含的数据来看，不仅具有空间位置，同时还包含有图形信息等。就 GIS 数据

而言，商城具有数据量大等多个方面的特点，元数据的作用可以表示为：

1) 帮助用户了解和分析数据。

2) 空间数据质量控制 。

3) 在数据集成中的应用 。

4) 数据存贮和功能实。

2.3.4 原油管道监测

在冻土区域之内，如果埋有特定的管道，受冻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极容易

发生冻涨以及融沉等现象，在管道的两侧，常常伴随有拉伸张力以及压缩应力等

现象出现，情况严重者，管道还会发生断裂。通过应变监测系统可以对之进行有

效监测，通过对管土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分析，可以完成相关数据的检测，以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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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在冻土里埋藏的管道，分析其作用力是，主要出现在轴向方面，因此，完成

对轴向应力的测量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只能够完成

对轴向应力的有效测量，当当我们可以获得管道的横截面半径 r时，借助触感器

可以完成对三个单轴应变力的测量，他们要求像个 90 度，同时 ABC 三处位置要

求构成圆弧位置，这样，针对任何点纵向应变，均可以完成计算，具体定义可以

表示为：

（1）

在上面的公式中，针对圆周任一点，可以用 x 、 y 来表示其坐标，通过图

2，揭示其坐标轴：、

图 2管道应变传感器布置图

该点的纵向应变，可以表示为 z，可以用 m、n以及 p来代指任何常数，完

成对三个点 A、B、C 应变的测量，同时附带有应变条件，即 x=-r 处，y=0，z=A ；

在 x=0 处，y=r，z=B ；在 x=r 处，y=0，z=C ；

并且，因为管道是圆形的， ，

利用上述边界条件，可估计常数 m，n，p 的值如下：

-mr+pA=1,nr+pB=1,mr+pC=1 （2）

求解（1），得 z 的表达式

Z=

整理得 表达式为 =

则最大或最小应变在这些 x、y 值处出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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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传输光缆，以及在备用传输关联串接如传感器时，要控制其损耗，即在

0.02 分贝之上，在管道进行下沟之前，需要借助橡胶板对光缆以及单芯光缆等

实施有效的保护，避免在下沟等过程中发生损坏。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安排专人

进行负责，管道沟两侧需要设置围栏，要求在 5m 之外，在埋线缆井时，要求高

于 700mm，并对之实施防冻处理措施。针对各个检测器，需要对下沟前后，以及

土壤回填后等时，完成对相关波长数据的记录，此数据会每隔一段时间自动传输

到信息处理站，当传输的数据大于相应的指标时，会以报警声提示，在加之北斗

特点，在数据传输来的同时，其地点也同时会显示出来。以此，工作人员会及时

对其产生的问题作出相应的措施。

2.3.5 道路监测

冻土对道路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对路基变形非常敏感，

冻土导致路基冻融变形，比如，西北地区的兰新铁路，每年冬季都有明显的冻胀

变形，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轨道调平，并限速运行。使用太阳能电池组对

监测仪器进行供电，其传感器布设图如下图 3所示：

图 3道路监测图

图 4系统工作图

要点：

（1）大量的数据实时传输需要依靠 5G 网络，在测量机器人的控制平板内内

置 5G 模块，通过与厂商协商定制，也可选带有 5G 模块的平板电脑安装测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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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控制程序实现。

（2）接收到监测点位高精度三维坐标后，需通过公式计算出当前变形量、

累计变形量和变形速率等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 =1.2...ni i ix x x  （i ），其中， ix 表示横向位移量， ix 表示本期测得的横

向坐标， 1ix  表示上期测得的横向坐标。

1 =1.2...nyi i iyy  （i ），其中， yi 表示纵向位移量， iy 表示本期测得的纵

向坐标， 1ix  表示上期测得的纵向坐标。

1 =1.2...nzi i izz  （i ），其中， zi 表示横向位移量， iz 表示本期测得的高

程， 1iz  表示上期测得的高程。

=1.2...ni i iiS z x y    （i ），其中， iS 表示每期测得的位移量。

i =1.2...nS S （i ），其中， S表示累计位移量。

i =1.2...ni

i

SV
T

 （i ），在上面的公式中，位移速度，可以表示为 iV ，测得的位

移量，可以表示为 iS ，每期测量所间隔的具体时间，可以表示为 iT。

（3）通过 logistics regression 分析对影响基坑变形的多种传感器进行分

类，二元 logistics regression 公式如下：

1(
1

) zz
e

 


其图像如下：

输出的结果是传感器数值预测为相关的概率，预测为不相关的概率就是

1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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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相关的传感器数据进行常用函数拟合，选出拟合度最优的函数式并

进行预测，备选回归函数如下：

①线性函数模型： 0 1 1 2 2 k ky x x x        

其中 0 1, , k   是 1k  个参数， 0 ， 1 , k  为系数。

②多项式函数： 2
0 1 2y n

na a x a x a x    

在实施非线性回归分析时，经常使用多项函数模型，以级数展开为实际应用

的原理，针对一元连续函数，即便复杂性再高，也可以借助高阶多项函数进行表

示，针对非线性曲线关系，则能够借助多项函数来实施拟合。

线性化方法可以表示为：若 1X x ， 2
2X x ， n

nX x ，那么多项，则能够

实现向多元线性方程的有效转化。

0 1 1 2 2y n na a X a X a X     ，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求解系数 0a ， 1a ，…，

na 。

③幂函数曲线 by ax

线性化方法：以两边为对象，各自选取一定的自然对数，进而得到：

lny lna blnx  ;再设 lny y  ， lnx x  ，原方程变则变化为： y lna bx   ,以一

次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可以获得结果 lna和b。

④指数曲线 bxy ae

线性化方法: 以两边为对象，各自选取一定的自然对数，进而得到：

lny lna bx  ;再设 lny y  ， x x  ，原方程变则变化为 y lna bx    ,以一次线

性回归模型为基础，可以获得结果 lna和b。

⑤对数曲线 y a blnx 

线性化方法：设 y y  ， lnx x  ，原方程变为 y a bx    ,再根据一次线性

回归模型的方法得出 a和b。

⑥双曲线：
1 1a b
y x
 

线性化方法：设
1x
x

  ，
1y
y

  ，原方程变为 y a bx   ，再根据一次线性

回归模型的方法得出 a和b。

上述回归预测函数模型的拟合情况，受制于两个方面，一是函数模型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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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二是对预测误差的具体计算。当检验合格之后，且产生的误差比较小时，

回归方程才可以使用，若回归方程能够被选用，需要加以比较以选出较好的方程，

常用的准则有：

①决定系数 2R ： 2 1 SSER
SST

 

2R 称为决定系数， 2 1R  。 2R 数值大，则代指观测数值所产生的拟合效果

是较好的。

②剩余标准差 s：
( 2)
SSEs
n




s可以用来表示剩余标准差，其计算的数值越小，则表示拟合所产生的效果

也就越好。。

决定系数 2R 和剩余标准差 s对于所选方程总是一致的，若 s表示的数值越小，

则残差平方和而言，也就越小，则 2R 所得到的数值就越大，而通过此数值，可

以对拟合程度的优劣进行揭示。

③F检验：
( /1)

[ / ( 2)]
SSRF

SSE n



,

其中， 2

1
( )

n

i
i

SST y y


  ， 2

1

ˆ( )
n

i i
i

SSE y y


  ，SSR SST SSE  。用于分析

用了有多个参数的统计模型，判断该模型中的全部或部分参数是否适合用来估计

样本。

（4）获得分析指标后，设置预警方案，通过在线显示、移动电话等方式，

系统将预警信息实时发送至管理人员，预警方案如下：

预警级别 预警状态描述

黄色预警
基坑变形各类指标，均达到极限值的 50%-80%之间时；或其中的某

一项达到了极限值的 80%-100%之间时。

橙色预警
基坑变形各类指标，均达到极限值的 80%-100%之间时；或其中的某

一项达到了极限值的 100%时。

红色预警
基坑变形各类指标的具体情况来看，其极限值，都徘徊于 100%，有

时，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如位移出现迅猛增长等。

预警级别 应对方案

黄色预警
加强监测频率，随时掌握变形情况，预测变形趋势，向管理人员发送

黄色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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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预警
加强监测频率，同时通知甲方，结合专业论证，做出相应指示，向管

理人员发送橙色预警信息。。

红色预警

加强监测频率，向管理人员发送红色预警信息，做好人员的安全工作。

报警状态经甲方、主管部门和专业人员共同分析及认定后，做出人员

疏散和加固等措施。

2.3.6 农业监测

如果出现季节性冻土，势必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质量，影响土壤渗水程度，

对农作物产量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产质量，也间接影响着人们

的经济收入水平。可以通过无人机遥感监测平台端，定期提供变化数据和分析报

告，可视化监测作物分布、产区气象、土地分类、历史农情、气象灾情等情况，

为政企客户统计监管、产业融合等业务工作节约成本、提高效益。从农情遥感数

据管理等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能够对多分辨率、多格式等相关的数据等实施精

确的解译以及组织、管理与输出，输出类别、样式多样，适应各类客户需求和各

种场景应用提供数千种县域级农情数据，并从业务范围、区域、作物、精度、时

间等方向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可直接在线查询下载所需数据。

2.3.7 露天煤矿监测

精准定位功能 机器人采用精准里程定位算法，与基于 RFID 的定位算 法技

术相结合，定位精度最高可达厘米级，并实时上传自身位置信息，方便监测与管

理。在实施露天煤矿作业时，边坡位移监测一直是重点，可以借助无人飞机实现

动态监测，借助机载遥感系统、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构建与之相关的数

字高程模型。以点对云数据为对象，在对之实施分析基础上表明，借助此装置可

以实现对边坡形态的有效监控，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完成信息的预警。

2.4 数据库的建立

系统数据库在实际使用有有两种类型，即空间和属性，它是借助geodatabase

实现对这两个数据库的有效管理，构建第一种数据库，以 GIS 的数据分层为基础，

完成对各类图的构建，并完成存储
[11]
。若要构建属性数据库，需要掌握其涵盖的

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如湿度、日雨量等，在获取数据是，主要是通过实时传输

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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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总体结构

图 5系统总体结构图

3.1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包含多个方面，有无线通信模块、传感器组合、射频天线等。其中

晶振的设计需要结合单片机电路等来设置，具体的结构，可以通过下面的图 6进

行揭示。在整个节点核心模块中，微处理器是七核心所在，节点进行任务分配以

及相关的调度时，都需要借助它来完成。在传感器节点中，主要通过无线电模块

实现数据的通信。

图 6系统硬件设计图

在节点能量处，可以通过两种模式实现供电，一是 USB 借口，二太阳能电池

传感器组合模块的职能在于，针对监测对象所获取的相关数据，可以对之实施数

据转换，完成数据项微处理器的传输。

就太阳能电池来看，它包含有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等部分，电池板为整个

装置的核心，完成对太阳能的接受，并将之装换为电能，完成对装置的有效供电，

对于多余的电量，可以存储到蓄电池内。从蓄电池使用的材料看，为镍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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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路的职能在于，可以完成对模块工作状态的有效监测，同时还能实现一点

的保护作用。传感器也由多个部件所组成，如空气湿度传感器、基床边坡距离下

沉偏移传感器等组成的监测器（道路监测器和管道监测器监测器外壳主要由耐冻、

耐腐蚀材质组成，其电量的提供以蓄电池为主，太阳能为辅，内置各种所需传感

器，北斗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EEPROM 等）的模型如下图 7、图 8所示：

图 7道路监测器

图 8管道监测器

3.2 系统软件设计

硬件是传感器网络的基础，在传感器这个组成网络中，工作软件发挥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系统所需要的程序包含多个方面，如主程序等。上电后，节点会进

行复位处理，先会完成对主程序的处理，借助初始化模块，可以实现对未处理等

装置的初始化处理，同时在节点间，构建拓扑连接，最后进行冻土区各项指标数

据的采集。具体的流程，可以通过图 9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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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系统软件设计流程图

图 10 系统软件运行界面图

系统主界面，上部具有功能导航按钮，如项目管理、测量定向、参数设置等

3.3 系统软件功能介绍

3.3.1 项目管理

点击项目管理，进入如下界面如图 11和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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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管理界面

此处可以新建工程，编辑、保存、删除等操作

图 12 项目管理界面

3.3.2 初值设定界面

点击初值设置，可以进入如下页面进行操作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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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初始设定界面

3.3.3 测量设置

用户进入主界面，点击开始测量按钮，开始进行测量。点击结束测量

测量按钮，结束测量，如图 14。

图 14 测量设置界面

3.4 开发系统软件的部分代码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320

图 15 部分软件开发代码

3.5 运行操作视频（详情见附件）

4 结论

1) 在对土壤温度以及湿度进行监测时，可以使用小型传感器，通过单片机

完成对装置的控制，在选择通信工具时，可以通过 GPRS 来实现，针对监测区域，

对湿度、温度等多方面数据实施动态监控。实现了对冻土覆盖区域温、湿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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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连续监测、自动土采集、存储和网上传输。

2) 借助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具有高效、低成本等优点，能有效、实时的

反映某一区域的冻土面积范围，加上北斗定位系统，可以更加精确反映冻土区域

地点，为后续对冻土覆盖区域做相关措施提供了基础。

3) 借助无人机监测完成的数据，具有一定动态性以及准确性，能准确

揭示冻土的实际状况，为解决冻土问题，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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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时空的智慧环卫一体式数字化解决方案

作者：张玥、袁练

指导教师：史培华、邱晓红

学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科技的不断进步为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提供了全新而更优质高效的解

决方案。而对于生活生产区域，垃圾的实时清理、卫生环境的的保洁一直是一个

常命题，尤其是针对道路、大范围的公共区域、污染较高场所的卫生环卫需要的

人力以及对人工作时间空间和身体的的负荷要求是较大的。而将北斗系统、机器

人、物联网、智能控制、机器视觉等技术结合起来，打造一款智能环卫机器人可

更高能效和安全的对区域卫生进行管理和处理，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意义。

本设计以北斗作为导航系统，采取移动嵌入式控制器为控制核心，采取智能传感

机器视觉与红外屏障实现对外界的感知获取，实现智能移动工作；同时以 5G通

信实现实时智慧对各机器进行远程实时在线跟踪监控管理，形成区域性成链式集

中管控、自主决策、智能工作、远程协助的高性能智能环卫机器服务群。针对关

键技术模块，本文在正文进行了具体的技术与实验论证，以达到机器可实现的最

优化。本文针对现实问题，在此智能物联世纪交汇之际，为现代化城市友好环境

建设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绿色智慧解决方案。

【关键词】北斗；集中管理；智能工作；环卫机器人；机器视觉；智慧方案；

【Abstract】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people
with new and higher quality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for their life and production. For
the living and production areas, the real-time cleaning of garbage and the cleaning of
the sanitary environment have always been a common proposition, especially for the
roads, large-scale public areas, places with high pollution of sanitation and sanitation
needs human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workload requirements for people's working
time, space and body. The combination of Beidou system, robot, Internet of things,
intelligent control, machine vis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create an intelligent
sanitation robot can manage and deal with regional health more efficiently and safely,
which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design takes
Beidou as the navigation system, adopts the mobile embedded controller as the
control core, adopts the intelligent sensor machine vision and infrared barrier to
realize the perception acquisition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alizes the intelligent
mobile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realizes the real-time online remote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management of each machine with 5G communication, forming the
regional chain centralized control,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and intelligent work
High performance intelligent sanitation machine service group with remote assistance.
For the key technology module,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concrete technology and
the experiment demonstration in the tex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chine can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digital
green intelligent sol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ty friendly environmen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IO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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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与智能，各种先进的技术极大的

的降低了人的重复性劳动和劳累，使得人类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新的更有创

造力的事业和更高文明的追求。

生活生产环境卫生维护与垃圾处理一直是人们所面对的一个长期性的巨量

性共同性问题。而对于大面积、大区域、复杂区域分布的卫生保洁、垃圾清扫对

环卫工人来说是需要花费大力气是较为劳累且对时间空间的运动需要都比较高，

尤其是针对特定场景如道路，白天不方便进行垃圾清理且不安全，且对环卫人员

工作时间和面对恶劣环境有很大的要求。试想，寒风凛凛、冰雪飘飘之下卫生清

扫的处境。而我国现在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创新型发展，年轻的新一代有

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因此无论是从人的工作劳累还是工作效率以及社会发展方向

来考虑，集合各种先进智能技术，打造一款智能环卫机器人辅助环卫人员进行城

市卫生维护保洁、垃圾处理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图 1 现实环境示意图

1 技术实现可行分析

那么如何实现该机器的工作和功能？要达到其功能需要哪些技术？现有的

技术及发展支不支持？本作品是设计一款小车型智能环卫机器人，机器按工作需

要布设在城市楼宇的各个站点，于北斗导航下在规划路线进行巡回式和用户呼叫

式（手机 APP）进行工作，并通过 SCADA系统实时在线监控管理，通过红外光

幕与机器视觉进行辨识目标和动作。其所需要的主要技术分析：

机器的控制系统（CS）：控制机器的动力、吸盘机械爪动作、LED，本设计

采用 B&R X90嵌入式移动控制器，可满足性能要求。

机器导航指引系统：本设计采用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为整个机器提供实时

位置信息、导航路线规划、实时导航指引，依托北斗实时精准定位、全球组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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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机器的实时导航规划与实时追踪，借助导航位置状态数据信息达到中央远程

人机交互管理界面实时对机器的管理和运维。

机器的视觉系统：其要实现的是辨别物体发现目标，并与工作图像数据库较

比，确认发现信号给 CS，CS驱动方向盘控制或动力机及吸盘驱动执行。此技术

也在逐渐成熟，而本应用方案已经和行深智能进行了校内小车试验运行。

工作执行系统：本机器要实现的是对区域卫生的护洁，本设计采取吸盘与机

械爪辅以动刷从重量、体积、面积三大维度全方位进行任务执行，采用气压驱动，

气压机构便捷、清洁、简单、高效非常适合作为该机器臂的驱动。

集中在线管理：此模块是物联网技术在本项目具体应用，具体实现是通过

SCADA人机界面软件、网关、DHCP服务实现，本功能已通过测试论证。

能源系统：采用 DC 45V分别作为动力电机、气压泵、指示灯等设备供电，

此方案已在电动车上得到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本设计的智能环卫机器人的各项模块技术支持已经成熟，可应用

于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的构建，而系统工作的整体构造如下图 2所示。

图 2 机器系统整体构建图

2 机器功能要求及整体介绍

本文要设计的是一款全自动的智能垃圾清扫机器人，即要求能够自我决策或

接受指令进行空间运动、目标捕捉两大主模功能。采取的布放模式是定点布放，

即以一驻留点作为机器人的停放充能维护基站，机器人以此基站为基为限定工作

区域提供服务，工作时间结束后，机器人返回驻点，其工作区域路线规划模型如

图 3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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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间运动指的是机器人能够从自动的从基站到服务区以及服务区之间的

移动，而目标捕捉指的是机器人对目标进行识别并通过收拢装置将目标垃圾回收。

而要实现空间运动的就要有定位导航、路径规划、障碍躲避、动力输出等模块，

实现目标捕捉则需要目标识别、目标抓取、目标压缩封箱等模块。

机器人实现实时运动系统通过北斗定位导航、红外扫描等多种技术实现自动

循迹、地址导航、通讯传输、目标判断、自动辨别、准确规避障碍和防危险跌落

等功能。主要实现扫地机自动清扫地面垃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避，通过红外

屏障获得路面信息，并借助机器视觉进行智能检测分析。

机器要实现的功能是实时的根据导航系统的牵引在设计规划路线巡航，发现

目标进行工作。机器底盘采用仿小车结构，上面装载电机、驱动等装置。机器视

觉、红外光幕等感知获取外部信息，进行数据库较比辨识，通过嵌入式控制器控

制运行。通过吸盘与机械爪二重方式，同时辅以动刷进行目标捕捉。机身运动动

力，气压泵，吸盘驱动，机械爪工作辅助结构包括收纳箱、外壳等支持部件。而

中央远程交互管理系统则是实时监控机器运行状态、运行位置及实现机体的远程

运维和机器的管理。如图 4是机器的机体工作状态机形监控界面，也是本设计机

器的基本构造示意。

图 3 城市楼宇机器工作路线区域示意图（高德地图开放环境设计提取）

图 4 机器机形状态监控可视化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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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总体功能架构及各模块的构建

要实现对分布在指定区域的任意位置的垃圾进行捕捉处理，其整个系统就要

具备完整的机器架构，我们从如下四个子系统进行分析，分别是为整个系统提供

动力的动力系统、作为整个系统大脑的控制系统、作为动力的传输与转换的的传

动系统、作为实现本机器目标功能的执行系统以及作为整个工作系统的的主体协

调支持的辅助部分。

从整体规划和设计出发，本设计重点讨论控制模块和执行模块及系统整体架

构，本设计动力系统计划采取 ABB 集团贝加莱的 8WSA 伺服电机，采用为 60
VDC移动电源，坚固紧凑的 8WS系列电机专为严苛工况设计，可提供各种尺寸，

具有 IP54或 IP66/67 防护等级，但该选配的一些技术还需调配。故本应用方案采

用了生活中最常见的电动车的驱动电机作为动力，本机采用的是雅迪电动车的

GTR3.0高性能宽频防水电机，扭力强劲，高效率低能耗，上坡更轻。故本环卫

小车采用通用此电动车动力电机。

图 5 机器驱动电机结构与外形

而控制系统本机采用如图 6 贝加莱（B&R）的 X90 移动 CPU 控制系统和

STC51单片机混合控制，即主要能源、动力、方向等运动控制采用贝加莱 X90
嵌入式控制器，指示灯、数码液晶显示采用单片机，即充分的考虑了系统 IO点

的应用，又考虑了整体系统的可靠稳定同时兼顾整体的经济成本。B&R X90控
制器是整套标准化组件是实现柔性自动化概念的完美选择。X90移动控制系统的

核心是一个强劲的 ARM 处理器和多功能 I/O 通道。它的基本功能包括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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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以太网和实时 POWERLINK 总线系统的接口。接口和选项板——极其坚

固的铸铝外壳为多达四个选项板提供了空间。这样可以增加额外的 I/O通道、接

口甚至是一个拥有安全 I/O的安全控制器。同时有着WLAN、蓝牙和导航芯片接

口开发规划能力。所有 X90 系列移动产品都是专为应对严苛工况而设计。它们

的工作范围从-40至 85°C，除了能够抗振动或冲击之外，还耐盐、油和紫外线。

其满足农业、林业、建筑业和市政车辆等特定行业标准，确保本设计与北斗结合

可获得最大灵活性。此外，X90移动控制系统还具有众多认证。

综上文所述，本机器人是采取轮辐式车型构造，采用吸盘管式与气压机械爪

式混合一体收夹具作为机器人的工作任务直接完成机构。

图 6 B&R X90 移动嵌入式控制器

同时本机器人采取集中管理控制，区域规划巡回链路任务区布置，采取回巢

式管理。即根据工作任务需要将机器人布置在规划任务站点，然后机器人根据系

统设定指令开始对任务工作区间进行巡回检索，发现垃圾清扫以达到对城市卫生

保洁维护的目的。集中管理指的是是集散控制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实时对机器人

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本设计将采用 ABB公司的 800XA数据采集与监视人机交

互平台。而区域规划则通过应用方和技术需要方根据定位导航系统设计机器人运

动路线，本设计以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实现此目标功能。

4 主要功能设计实现和分析

要实现机器人按照规划区位路线进行规律运行，小车机器人起先对物体的辨

别、判断、处理并执行的动作能力，并且具有发现目标、对目标进行执行的操作

能力，同时系统要具有远程集中管理等系列集成功能。

4.1 电机动作系统分析

根据小车要达到的运动控制功能，可知系统的主要控制对象是——动力驱动

电机、吸盘电吸电机、方向控制电机、气压泵、伸缩气压控制阀、抓手气压控制

阀。驱动电机所实现的是为小车提供前后距离方向运动的动力，吸盘电吸电机则

是参考吸尘器的原理所设计的吸盘的动力源，方向控制电机则是小车机器人的转

盘控制动力源，而气压泵则是为小车机器人提供整体执行动作驱动执行逻辑——

包括吸盘臂管的伸缩、吸盘顶部的抓手动作，皆采取气压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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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传感检测系统

传感检测系统对于机器人相当于人的感观，是机器人获取外界数据信息直接

介质。而对于本机器人系统将采取贝加莱集成机器视觉，应用其智能传感器实现

机器视觉。通过采取多核处理器和集成的 FPGA图像预处理实现多功能的智能对

比校核识别。而对前进路线障碍与目标识取采用红外光幕+贝加莱机器视觉实现，

同时这里对目标的判断识别校对以及智能路线规划将大量运用机器智能视觉和

AI处理。智能传感通过红外光幕获取目标通过智能视觉对比对象并与机器库中

的历史对象对比，判断目标是否为清扫对象。如小车通过红外光幕大范围的对外

部工作环境进行扫描判断，进行一级甄别，发现类似目标，通过机器视觉进行确

认，在进行运动和触发执行机构进行操作。

4.3 吸盘与机器爪驱动功能分析

本设计对于垃圾物体的的拾取收拢采取吸盘、机械爪二元制，即轻小垃圾通

过吸盘吸取，同时吸盘顶部装取三爪机器手对较大较重的垃圾进行抓取收拢。而

吸盘的伸缩、机械爪的动作、都通过气压传动实现，因为气压传动只需一空气压

缩机就可实现对大气源源不断的汲取，无论从机身重量，还是经济及能源获取都

是较优的选择。

图 7 机器臂伸缩工作驱动功能实现

4.4 整体机身结构分析

其拥有类似小车一样架构作为机身底盘，然后拥有智能控制系统、智能传感

检测系统、气压传动执行系统、吸盘机械爪执行机构、以及收纳箱、伺服电机驱

动系统等。

4.5 远程集中在线管理控制系统

正常状态机器是被布置在设定区域,采取根据定义规划区域巡回运转，实时

追踪定位，实时检测与反馈机体运行状态信息.而本设计机器系统采取” 人机界

面(HMI)/数据采集与监视平台进行远程集中在线管理,即通过 SCADA 系统集中

监控管理区域的各个工作机器的工作状态、运行状况、机身各部的状态，以实现

对各工作机器的实时跟踪管理、实时在线检故运维、实时调节规划和诊断。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329

而远程实时监控机器获取机器的实时数据的具体实现是开启 DHCP设置，

ETH 设置 default gateway 为网关路由 IP 如 192.168.1.117，DNS 为 ON，就可实

现人机界面实时无线监控机器系统。但该 IOT系统对网络速度的要求是较高的，

而 5G正能为物联环境提供一条高速通路，为物联智能系统的构建提供技术根基。

4.6 机器电路结构示意

图 8 机器电路框架设计示意图

5 机器功能实现

当启动脉冲到达，机体开始自检，检验机体各部是否工作正常，检验完毕。

启动运行系统，动力电机启动，机器人出仓。根据定位导航系统所给的脉冲指令

控制机体方向盘从而控制机体运动方向，使机器在规定区域运行，通过机器视觉

检索目标获取目标，驱动执行机构动作。

初始脉冲，各部复位——自检完毕,机器视觉开启，启动动力电机 2 级速度

——机器运行出仓——接受定位导航信号——进入工作区域开启 V1——区域视

觉扫描目标，确认左前方目标——机器转向运动至目标停车——吸盘伸缩气压阀

伸开启——吸盘至目标——吸盘吸力电机开启 OR机器爪动作气压阀开启，将目

标收至集装箱——复位，继续运动

5.1 机器工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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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机器工作规律流程图

5.2 机器系统 I/O 变量分析
I O

Start_pulse 启动脉冲 machine_vision 机器视觉总控

Self_check 机器自检 Floodlight 机器照明灯

infrared_curtain 红外光幕 Backoff_car 机器后退

Intelligence_check 智能校认 Forward_car 机器前行

infrared_curtain_near 达工作距离 Powermotor_V2 机器准备速度

Reverse 倒车开启 BDS_pulse BDS工作脉冲

BDS_Steering_wheel_left 左转 Powermotor_V1 机器准备速度

BDS_Steering_wheel_right 右转 BDS_Steering_wheel 智机器方向盘

Goal_progress 机器迭代运动

Suctioncup_expansion 吸盘伸气压阀

Suctioncup_motor 电吸电机

Mechanicalclaw 机械爪气压阀

Turn_other 避障功能

Reversing_lamp 倒车灯

Left_turn_lamp 左转灯

BDS_Steering_wheel_right 右转灯

5.3 机器功能实现逻辑基础结构化 ST 程序设计

IF Start_pulse=1 THEN //机器启动信号

IF Self_check=1 THEN //机器自检，有专家数据库完成

machine_vision:=1; //开 2启机器视觉，外部较比数据库

Floodlight:=1; //照明灯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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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off_car:=0; //机器不能倒车

Forward_car:=1; //机器前行允许

Powermotor_V2:=1; //机器以准备速度运行

TON_0(IN :=Self_check, PT :=T#30S ); //机器自检完成开始定时 30S
IF BDS_pulse=1 AND TON_0.Q=1 THEN //BDS 发出位置导航指令

（BDS数据库实现）且缓冲时间到

Powermotor_V2:=0;
Powermotor_V1:=1; //进入工作速度

END_IF;
IF infrared_curtain=1 AND Intelligence_check=1 THEN //红外光幕

扫描检测到物体且视觉智能校对正确

BDS_Steering_wheel:=1; //机器方向盘根据 BDS导航动作

Goal_progress:=1; //机器运动至目标物体附近

IF infrared_curtain_near=1 THEN //机器到达检测工作设定距离

Powermotor_V1:=0;
Powermotor_V2:=1; //进入准备速度模式

BDS_Steering_wheel:=0; //关闭运动导航控制

Suctioncup_expansion:=1; //吸盘臂伸张气压阀打开，在智

能检测系统的引导下开始前伸

TON_1(IN :=Suctioncup_expansion , PT :=T#20S);
IF TON_1.Q=1 THEN

Suctioncup_expansion:=0; //伸张到

Suctioncup_motor:=1; //开启电吸电机

IF infrared_curtain_near=1 THEN //若吸盘无法达到

捕获目标，电吸电机开启，机械爪工作

Suctioncup_motor:=1;
Mechanicalclaw:=1;

ELSE //检测范围已无目标，吸盘各部复位

Suctioncup_motor:=0;
Mechanicalclaw:=0;

END_IF;
END_IF;

END_IF;
ELSE

Turn_other:=1; //若检测非目标，则机器在辨别导引下避开物体

END_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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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verse=1 THEN //倒车模式开启

Powermotor_V1:=0;
Powermotor_V2:=0;
Forward_car:=0;
Backoff_car:=1;
TON_3(IN :=Reverse AND NOT TON_4.Q , PT :=T#0.5S ); //0.5S

占空比脉冲

TON_4(IN :=TON_3.Q , PT :=T#0.5S );
Reversing_lamp:=TON_3.Q; //0.5S频率闪烁

IF Reverse=0 THEN //倒车模式停止

Powermotor_V1:=1;
Powermotor_V2:=0;
Forward_car:=1;
Backoff_car:=0;
Reversing_lamp:=0;

END_IF;
END_IF;
IF BDS_Steering_wheel_left=1 THEN//左转灯，右转灯

Left_turn_lamp:=1;
ELSIF BDS_Steering_wheel_right=1 THEN

Right_turn_lamp:=1;
ELSE

Left_turn_lamp:=0;
Right_turn_lamp:=0;

END_IF;
END_IF;

END_IF;
5.4 集控端数字化管理界面设计

如下各图是机器的中央集中远程人机交互管理界面，以 5G为依托，实现机

器远距离实时数据传输，达到监控机器工作状态、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同时借

助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实现空地一体实时位置追踪和运动导航，使工程管理人

员通过中央人机界面实时管理区域运行机器，从而实现全新数字化智能可靠机器

远程管理控制、智能工作的任务目的。进而为智慧城市友好环境的建设提供一个

创新、可靠、实用的数字化智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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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机器中央列表管理组态界面

图 11 机器远程管理控制操纵界面

图 12 机器数据状态可视化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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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展望与总结

5G、AI、物联网等各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必将促进新一轮产业升级，将机

器人、5G通信、机器视觉、智能控制等智能新技术相结合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提供许多智慧友好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而本设计以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为机

器指引系统，实时提供位置信息与运行导航，依托 5G高速公路实现集成实时远

程管理运动机器，同时依托嵌入式控制、机器视觉技术完成对机器的控制与实现

目标识别捕捉。本设计合理的将控制技术、通信技术、监控技术、传动执行等技

术结合在一起，为智慧城市环境卫生构建了一款全新的智能机器人，并进行了具

体的技术设计、模拟实现、实验验证，全方位论证了本方案的可行。

历史的步伐是滚滚向前的，智能与物联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机器视觉、

自动控制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诸多技术的成长已使得自动驾驶有了具体

的实现方法。而本设计相对于自动驾驶的技术实现更容易、更可行、更现在，构

建该智能机器的各种技术也已逐渐成熟。针对城市环卫问题，尤其是面对诸多大

区域、污染高、不宜人工作的环卫场景，依托先进技术，打造一款智能友好环境

机器人有着显著的社会服务价值和经济价值。故本文在此数字化智能世纪交汇之

际，以长空之北斗领航，构建全新的数字化智能解决方案为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的

建设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因科技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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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新型野外探险雨伞研究

作者：郭丹婷、龚明宇 、唐茂森 、蒋英明

指导教师：刘丽、金雪峤

学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基于现如今人类逐渐对野外探险旅游的热爱，关于北斗系统的发明

越来越多但在野外旅游方面仍然欠缺，对野外探险旅游爱好者的人生安全保障较

低的原因。因此我设计了一把基于北斗系统的新型野外探险雨伞，它通过北斗系

统的定位、扫描、处理、规划、导航等一系列的工作为使用人员寻找最适避雨点。

它解决了使用人员在野外探险旅游途中突遇暴雨时，盲目寻找避雨点，将自身陷

入更危险的处境的问题，它可以为使用人员寻找附近最适避雨点并提供准确且安

全的前往路线。本发明不仅提高了原本普通雨伞的利用价值，为雨伞这一物件带

来了更加宽广的推广价值，而且为野外探险旅游爱好者多了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关键词】北斗卫星；新型雨伞；

1 北斗系统新型野外探险雨伞的提出背景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旅行，也出现了许多野外探险旅游爱好者，他们也越

来越重视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国野外运动旅游的开设发展比较晚，现处于起步阶

段，国内旅游景区中的野外旅游项目开发率低、模拟野外技术不完善、消费者得

不到真实的野外探险体验、消费者对野外旅游探险的专业知识了解度不高以及各

方面发展技术都比较缺乏等。但是，野外运动旅游打破了传统的旅游形式，丰富

了消费者的旅游形式，消费者对未知的事物有好奇心和刺激感，这对消费者带来

了强吸引力，让野外旅游探险逐渐风靡全球。再加上野外探险旅游的不定因素较

多，野外探险环境也随时存在危险，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现在关于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发明越来越多，但在野外旅游方面还很欠缺，目前为止，并没有

一把专门适合于野外探险旅游爱好者的雨伞，现在的雨伞并不能实现使用人员在

野外突遇暴雨时，为使用人员规划避雨点，并引导使用人员前往避雨区。因此，

本研究致力于新型野外探险雨伞的发明，帮助户外旅行者解决以上问题。

2 北斗系统的概况

我国现如今已经有了对地理信息系统(GI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短报

文的研究成果，但并没有将其结合解决一些针对性问题的方案。

地理信息系统（GIS）有时又称为“地学信息系统”。它是一种特定的十分重

要的空间信息系统。它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

（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

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随着地理信息系统运用领域的不断扩大，GIS 的引入使

我国地质勘测技术，自然灾害预测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1403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90%83/64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333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7%E9%9B%86/48436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2%A8%E5%AD%98/24464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3667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0%E7%AE%97/58668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6%9E%90/43271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7%A4%BA/99859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8F%E8%BF%B0/8928757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337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

继 GPS、GLONASS 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现已成为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已认定的供应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

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以在全天候、全天时实时监控我国区域动态，实

现快速导航定位、双向简短报文通信和定时、授时三大功能，其中双向简短报文

通信功能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所独有的。具有空前的战略和实际意义，并且

其定位精度在我国地区丝毫不逊于 GPS。其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

授时精度 10 纳秒
【2】
。

北斗短报文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特色功能，与世界上的其他几大导航定位

系统都不同。简单的来说，北斗短报文其实就像是现在人们平时用的“短信息”，

北斗短报文可以发布 140 个字的信息，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它

可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靠、无丢失、无错误
【5】
。北斗的双向通信功能双向通

信就是指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中心控制系统间可实现双向简短数字报文通信，GPS

是只有单向的，所以说这是北斗的优势。除此之外，在没有通信和网络的地方，

使用北斗系统终端，也可以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并能够向外界发布文字信息，是

我国重要的终端。

3 北斗系统新型野外旅游雨伞的结构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北斗系统新型野外旅游雨伞，该伞除了有伞架（骨），伞

面，中棒，伞柄，伞帽以及蜂巢等基本结构以外，在伞柄里安装了一个北斗工作

模块，北斗工作模块含有地理信息分析模块、北斗卫星导航模块以及北斗短报文

模块，在顶部伞帽内部安装了一个发送装置，两者之间有联络线连接。

安装在伞柄里的北斗工作模块可以对使用人员开启模块所处区域进行定位、

导航
【3】，解决了使用人员在下雨时雨量过大，对附近环境不清楚导致盲目寻找避

雨点的问题，避免使用人员在恶劣环境下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其中的地理信息分

析模块可以进行分析并比较该区域地理位置的情况。它可以分析扫描区域容易发

生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并且筛选出最适避雨点。北斗短报文模块
【5】可以在北斗雨

伞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时，发送请求救援的信息。北斗雨伞的发明提高了原本普通

雨伞的利用价值，为野外探险旅游爱好者多了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北斗系统新型野外旅游雨伞示意图:

附图 1：整体示意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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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结构示意图

1——伞架（骨） 2——伞面 3——中棒

4——伞柄 5——伞帽 6——蜂巢

附图 3：伞柄内部结构示意图

3——中棒 4——伞柄 7——北斗工作模块 8——地理信息分析模块 9——北斗

卫星导航模块 10——北斗短报文模块 12——联络线

撑开雨伞后，4-北斗工作模块自动开启，模块中的 8-地理信息分析模块进

行地理数据分析并规划出最适合的避雨点，9-北斗卫星导航模块通过传输的已规

划的路径进行导航去往避雨点。在避雨完成后返回途中，若路线由于天气或者其

他因素导致不能安全返回，北斗工作模块将自动开启救援预警系统，系统通过

10-北斗短报文发送救援信息，使用人员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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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伞顶内部结构示意图

2——伞面 3——中棒 5——伞帽 11——发送装置 12——联络线

当 7-北斗工作模块开始工作时，使用人员的具体位置将通过 12-联络线进

行传达到 11-发送装置，再通过 5-伞帽中的 11-发送装置向北斗卫星发送该使用

人员所处的区域范围。

4 北斗系统新型野外旅游雨伞的运行

正常使用情况下：

使用人员在野外旅行突遇避雨等险情时，使用人员可以手动撑开北斗系统新

型野外旅游雨伞且自动开启北斗工作模块，北斗卫星可以通过判断使用人员上方

云团大小决定扫描定位该区域范围大小，并且对定位区域进行扫描。北斗信息处

理中心将对所扫描区域进行筛选出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地段的地理数据信息，将收

集整理的地理数据信息发送至地理信息分析模块。于此同时，北斗卫星扫描后的

信息传递至地理信息分析模块，地理信息分析模块将扫描数据传递至后方数据处

理系统
【4】

进行数据备份，并且地理信息分析模块会对扫描信息进行实时分析和

处理，初步得到适合使用人员的避雨点。地理信息分析模块再同时收集初步适合

避雨点和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地理数据信息并分析相关数据，对比并得出最适避

雨点地理信息。在北斗卫星在对定位区域进行扫描的时，使用人员在手机上下载

该区域的离线地图，并将手机和雨伞上的北斗卫星导航模块连接，利用北斗卫星

导航模块对比路径进行路线规划，通过连接将路径规划信息传递到使用人员手机

上，使用人员可通过观察手机上北斗卫星导航模块传输的导航的路径前往避雨点，

安全到达避雨点并完成避雨。避雨完成后，地理信息分析模块再次收集并分析避

雨点该区域的相关数据，分析离开避雨点路径在经过暴雨后的地理信息变化，并

判断使用人员是否能够安全返回，如果能安全返回，结束任务；如果不能安全返

回，北斗工作模块将自动开启救援预警系统，系统通过北斗短报文
【5】

发送救援

信息，使用人员等待救援，结束任务。

雨伞丢失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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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过于恶劣，路面湿滑，风力过大等情况，使用人员在前往避雨点的

途中，可能会出现雨伞不慎丢失的情况，雨伞丢失后，当手机与雨伞相距一定距

离时，将自动打开离线地图。使用人员可以用手机进行远程发送信息到北斗卫星

导航模块。如果信息发送成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模块进行进一步路径规划，将

该路径规划信息发送至使用人员手机，利用离线地图继续导航使用人员前往避雨

点，完成避雨。如果信息发送失败，手机将会提醒使用人员是否开启救援预警系

统，在附近环境不明的情况下，使用人员可开启救援预警系统，通过北斗短报文
【5】

发送救援信息并等待救援。

北斗雨伞使用流程图：

避雨途中雨伞丢失应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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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对野外探险旅游事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了解到了我国现阶段野外自我

安全救援的不足及野外突遇暴雨事件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基于北斗系统设计了一

种专用于野外探险旅游的北斗雨伞。对此进行了整体设计，对该北斗工作系统中

的各个模块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在野外突遇暴雨时有效寻找避雨点

的有效方案，对该方案的主要环节及关键技术进行了阐述。本项目产品主要完成

了以下工作：设计实现了一种在野外旅游突遇暴雨时寻找避雨点的解决方案；提

高了关于雨伞的实际运用价值。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基于北斗系统的新型野外探险雨伞完成了基本设计需求

和设计功能，还存在许多需要改善和优化的地方。本发明对雨伞的运行流程等已

经做了详细说明，但由于检测环境和时间有限，本发明在实际操作与检测还存在

不足。后续工作应该会着重于实践部分，争取使本发明运用在社会当中，为野外

探险旅游爱好者提供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把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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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漂流自主避障式自动水质检测球

作者：徐芮琳、余欣颖

指导教师：龙新明、张晓容

所在省市：四川省成都市

【摘要】：本项目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漂浮在水面的流动式水质检测

球，通过流动式检测，收集水质大数据。检测球由供电模块、数据检测模快、回

传模块、避障模块组成，通过配重和对称安装将重心控制在球体底部，使其偏转

后迅速复原。供电模块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向锂电池充电，为整个系统提供电源。

数据检测模块由 pH传感器、ORP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浊度传感器、北斗导

航定位系统（BDS）组成，检测水质信息、记录位置信息。回传模块利用北斗定

位与通讯模块把获取到的不同位置水质数据发送至服务器。避障模块由摄像头、

电机、螺旋桨组成，检测球遇障后，启动视频回传，使用者远程操控避开障碍物。

实地测试实现了水质自动检测、位置记录，且成功避障，达到了预期效果。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远程水质检测，漂流式，大数据，避障，

远程操控。

【Abstract】：This project designs a mobile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ball floating
on the water surface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Through mobile detection, big data
of water quality can be collected. The detection ball is composed of power supply
module, data detection module, return module and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Through counterweight and symmetrical installation,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controlled at the bottom of the ball to recover quickly after deflection. The power
supply module charges the lithium battery through the solar panel to provide power
for the whole system. The data detection module is composed of pH sensor, ORP
sensor, conductivity sensor, turbidity sensor and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BDS), which detects water quality information and records location
information. The return module uses the Beidou Positioning and communication
module to send the obtained water quality data of different locations to the server. The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is composed of camera, motor and propeller. After the
detection ball meets the obstacle, the video will be sent back to the user for remote
control to avoid the obstacle. The field test realized the automatic detection of water
quality, location record, and successfully avoided obstacles, and achieved the
expected effect.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remote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drifting, big data, obstacle avoidance, remote control.

1 引言
1.1 研究动机与科学兴趣的形成

我们发现学校附近的府河水质污染严重，且周边没有水质检测设施。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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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激发了我们对水污染检测研究的兴趣。通过上网查阅大量的资料得知：目前我

国水质检测主要采用人工检测或建设水质监测站的方法。这些检测方式的前期建

设、后期维修成本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收集回来的数据比较零散、

片面，不能很好地呈现出整条河流水质数据的变化。基于对成本和数据的考虑，

我们产生了设计一种连续自动检测广大水域范围内水质指标设备的想法。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

我国水资源状况越来越严峻,为改善这一状况,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江河湖库

的水质监测网络体系。在水环境监测领域，针对不同的流域，主要有 3类监测方

法：自动监测、常规监测、应急监测。当前，我国主要采用建设水质监测站的监

测方式，在全国布设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2050个[1]。

李社春,谭锦欣,朱志文,陈振贤,林健新发明了一种基于无人监测船的河道水

样采集方法，通过无人监测船对河道的水质指标进行监测,对水质发生异常的点

位进行自动取样,全过程可自动控制[2]。

庄子槺设计了一种用于水质监测的无人机。无人机主体机构搭载水质检测机

构，将水质检测机构输送至待检测区域上方。水质检测仪器对探头传输的数据进

行分析及记录，完成水质监测任务[3]。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如今的水质监测装置基本上采用定点取样、数据传回的

模式，或者利用无人船，无人机携带传感器检测的模式，不能实现少量检测设备

完成整个流域的水质检测。

1.2.2 国外研究

当前，国外主要采用水质在线监测，已发展出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和水质移动

监测系统。

水污染自动监测系统是在一个水域或地区设立一些监测站，这些监测站都含

有连续的自动监测仪器。水污染自动监测系统由一个中心站和若干个子站组成，

实现连续监测被监测区域的水质状况[4]。多瑙河沿岸的各个国家共同实施了基于

卫星通讯系统的水污染监测项目 AEWS（The Danube Accident Emergency
Warming System）。WATERS项目是威尼斯咸水湖水体的环境参数监测系统，该

系统采用 15条配有特殊监控和数据传输设备的浮船，每日在水域中航行以获取

不同的水质数据，再将数据传输到信息处理中心，以实现实时监测和水污染警告。

水质移动监测系统是一个以移动监测车为基本监测单元，采用便携水质实验

室及现场水质参数分析仪采集水质变化，运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与通讯模块和

GPRS/GSM无线数据通讯装置进行信息通信的水质检测、分析系统。水质自动

监测系统，常用在监测水质污染及一些特定指标。通过在一片区域或一个水系放

置若干有连续自动监测仪器的监测站采集被检测物变化信息，再传送至统一的控

制中心，随时对该片区域或一个水系的水质进行连续自动的监测。但是前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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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维护的成本太高，修建的水质检测站会对水域周边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单个水质检测站所能监测到的水域范围十分有限[5]。

1.3 研究目标

本项目主要研究一种新型水质检测装置。此装置具有以下特点：

1．检测球能够根据河流流动性实现检测球位置的转换。

2．检测数据自动回传。

3．当检测球遇障碍物时，能操作其离开障碍物继续前进。

4．此装置正常工作时无需人力干预，减少人力投入。

5．成本低、体积小，方便批量生产。

2 系统设计
2.1 可行性分析

检测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能跟随水流移动，实现检测位置的变化从而检测途

径位置的水质情况，并将检测数据回传。

2.1.1 探空气球的应用

探空气球是目前大气检查的主要方式。探空气球将橡胶气球作为一个载体，

携带探空仪器升空，上升过程中探空仪器测定不同高度和经纬度的温度、气压、

空气湿度等气象数据并将其通过无线电信号发回地面，从而获得空中的气象要素

值。受探空气球的启发，我们想到可将球作为载体，携带仪器进入河流中，流动

过程中仪器测定不同位置的水质信息并通过 GPRS通信技术将数据传回。

2.1.2 小黄鸭漂流路径

1992年，一个装有 2.9万只玩具小黄鸭的集装箱坠入大海中。这些小黄鸭组

成了鸭子舰队，开始在海上随洋流航行。14年后，一支由 1 万只小黄鸭组成的

舰队在英国康沃尔郡海岸抵达，总漂流行程为 2.2万英里。这一事件证实漂浮物

可在较大面积水域中随波漂流，实现全流域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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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黄鸭漂流路径

2.2 检测指标的选定

国家地表水质自动监测实时数据发布系统和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显示，水质检

测的指标主要有 pH、电导率、高锰酸钾指数、氧化还原电位、浑浊度。这些指

标除高锰酸钾指数需用化学试剂进行检测外，其余指标均可使用传感器进行检测。

最终本项目选取的指标为：pH、ORP、电导率、浑浊度。

2.3 系统方案设计

本系统分为 4个部分，分别为数据检测和传输模块、障碍物规避模块、供电

模块和检测球结构模块。

2.3.1 数据检测和传输模块设计

数据检测模块实现 pH、ORP、电导率、浑浊度等 4个水质指标的检测，并

将对应水质参数转化为电信号，放大后传输到主控板中。主控板同时获取水质测

试地点的 BDS位置，将位置信息和 pH值、ORP、电导率、浑浊度信息发送给服

务器。

2.3.2 障碍物规避模块设计

检测球在河流或者其他活水流域长时间漂流的过程中，可能被障碍物阻挡而

无法继续漂流。障碍物规避模块为检测球提供躲避障碍物的功能，使检测球脱离

障碍物的限制，恢复漂流。此模块包含全景摄像头和马达。在检测球停止移动时，

此模块自动启动。摄像头模块获取检测球周边环境情况，并回传服务器。操作人

员根据视频情况，操作对应的电机让检测球避开障碍物。

2.3.3 供电模块设计

供电模块为检测球提供电源。检测球长时间在野外工作，需要具备自充电功

能。此外，根据海事浮标相关标准，检测浮标需要在阴天情况下连续工作 14天。

因此，供电系统需要具备提供系统长时间工作的大容量电池，同时还需具备为电

池自动充电的充电模块。充电模块采用充电管理模块控制电池的充电功能。同时

通过设计匹配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与充电管理模块的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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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检测球结构设计

检测球是检测系统的承载平台。各电子设备合理的安装在检测球中。设计时，

需要保证结构重心位于其底部，以此保证检测球发生偏转时，能自动恢复到原来

的位置，使安装在结构底部的探头长时间浸没于水中。此外检测球上部材料需要

有较强的透光性，确保阳光穿透球壳，并能正常照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

球壳整体分为上下两个半球。两半球结合位置需仔细进行防水设计，避免水

进入到检测球内部导致短路引起设备烧毁。

球体结构设计方案图如下:

图 2 球体结构设计图

图 3 平板 1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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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板 2设计图

2.3.5 系统方案设计图

硬件系统方案设下:

图 5 硬件系统设计图

3 程序设计
3.1 软件功能设计

检测球软件分为数据检测和回传程序以及障碍规避程序两部分。检测球通过

BDS时间触发检测动作。检测触发后，将检测数据，BDS 数据通过 GPRS传回

服务器。障碍规避程序分为检测球本地程序和远程控制程序两部分。检测球本地

程序负责启动检测球摄像头，并传回视频。同时接受远程控制信号，控制对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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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运转。远程控制程序中，不同的按键对应不同的电机。当按键按下后，APP
向检测球发送电机运动信号。

图 6 程序设计思路图

3.2 数据检测和回传程序设计

当从 BDS模块中读取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时间间隔后，启动水质检测功能，

获取水质数据。同时从 BDS模块中获取对应的位置信息。信息获取完毕后，检

测 GPRS模块是否注册上网络。如果注册网络成功，则将检测信息和位置信息发

送回服务器，若注册网络失败次数超过限制，则将数据存储在本地。一段时间后

再次查询是否注册上网络，若注册网络成功，将前期存储数据一并发回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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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获取 BDS 时

达到测试
时间？

获取探头测试电

计算水质指标

获取 BDS 位置

注 册
上 网

存储水质和位置发送水质和位置

否

是

是
否

图 7 数据检测和程序设计流程图

3.3 障碍物规避程序设计

障碍物规避程序包含检测球本地程序和上位操作软件程序。本地程序将上次

测试的 BDS位置和本次测试的 BDS位置进行对比。当比对结果发现检测球位置

未发生变化时，程序启动障碍物规避功能。在程序的控制下，舵机带动摄像头

360°转动，获取检测球周边环境情况，并将视频回传。操作人员获取到视频后

通过上位软件发送电机运动信号。检测球解析接收到的信号，控制对应电机处于

转动或停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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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获取 BDS 位置

和上次位
置相同？

开启避障单元电源

云台带动摄像机转动

摄像头拍摄视频回传
服务器

解析上位机控制信号

控制对应电机转动

关闭避障单元电源

否

是

图 8 障碍物规避-检测球部分程序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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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电机 1 控制键
按下？

发送电机 1 转动命令
发送电机 1 停止命令

是

否

电机2控制键
按下？

否

是

发送电机 2 转动命令 发送电机 2 停止命令

电机3控制键
按下？

否

发送电机 3 转动命令 发送电机 3 停止命令

电机 4 控制键
按下？

否

是

发送电机 4 停止命令发送电机 4 转动命令

是

图 9 障碍物规避-远程控制端程序设计

4 硬件详细设计和搭建
4.1 数据检测详细设计

本项目选取的水质检测指标为：pH、ORP、浊度和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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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pH 检测模块

pH检测模块由 pH测试电极和信号放大模块组成。测试探头采用玻璃电极，

在很广的范围内对 H+具有亲和性。pH测试电极输出的电压信号的单位是 mV。
此信号通过 BNC接头输入到放大器模块。放大器模块将此 mV级别信号放大至

0－5V范围，供后级 Arduino 主控板使用。

图 10 pH 检测传感器模块

在实验室配制 pH为 1-12的溶液，通过测定 pH值与 Arduino 模拟输入信号

读取数据的关系，进行程序设计。测试结果再与标准的测试笔测试的数据对比，

进行调试，使得测试数据的误差在预期范围之内。

图 11 配置 pH 为 1-12 的溶液

4.1.2 ORP 检测模块

ORP检测模块由 ORP复合电极和 ORP检测传感器模块组成。ORP传感器

模块通过 BNC 接头与 ORP 复合电极进行连接。将 ORP复合电极放入溶液中，

测试传感器模块 AO口输出电压值，再通过程序控制，就可以得到溶液的 ORP。
将测试结果再与标准的测试笔测试的数据对比，进行调试，使得测试数据的误差

在预期范围之内。

图 12 ORP 复合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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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ORP 检测传感器模块

4.1.3 浊度检测模块

浊度检测模块由浊度传感器和浊度检测传感器模块组成。浊度传感器模块将

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通过浊度检测传感器模块进行 AD转换

数据处理。使用蒸馏水、浑浊程度不同的溶液进行浊度等级标定。根据电压参数

值的范围，我们把浑浊度分为 4个等级，对应不同溶液的浊度。

图 14 浊度检测模块

表格 1 浑浊度等级与电压参数的关系表

浑浊度等级 电压参数值

1级 2.96V-5V
2级 2.64V-2.96V
3级 1.84V-2.64V
4级 0-1.84V

4.1.4 电导率检测模块

电导率检测模块由电导率传感器模块和电导率电级组成。电导率传感器模块

通过 BNC接头与电导率电极进行连接。将电导率电极放入溶液中，测试传感器

模块 AO口输出电压值，再通过程序控制，就可以得到溶液的电导率。测试结果

再与标准的测试对比，进行调试，使得测试数据的误差在预期范围之内。

图 15 电导率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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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电路设计

本模块电路设计如下图：

图 16 水质指标检测电路设计图

4.2 北斗定位信息获取与信息回传设计

4.2.1 功能简述

检测设备需要将检测到的数据和当前的测试位置发送回服务器端。因此需要

设计 BDS 电路获取检测球 BDS 信息。通过设计无线通信电路，传输相关信息。

4.2.2 硬件选择

北斗定位信息获取与信息回传,采用北斗导航芯片ATGM332D-5N31芯片,将
ATGM332D-5N31 与 BG7841EA 北斗二代多模双通道射频接收芯片结合，再通

过 GPRS/GSM无线数据通讯装置进行信息通信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

位置信息和信息传输等功能。

图为 ATGM332D-5N31 北斗导航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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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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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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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BG7841EA - 北斗二代多模双通道射频接收芯片

选用MC20 GSM/GPRS/BDS 模块开发板，该开发板可实现位置信息获取及

信息回传功能。该模块具有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造价低的特点，可同时

实现 BDS、GPRS功能。通过模块的 BDS和 GPRS功能，实现检测球的实时定

位和自动发送河流水质信息。

图 17 MC20 GSM/GPRS/BDS 模块开发板

4.2.3 组成模块

（1）BDS 模块：实现检测球的实时定位，获取相关位置信息。

（2）GPRS 模块：发送水质检测信息和BDS位置信息。

4.2.4 GPRS 简介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的简称，是 GSM移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

移动数据业务，属于第二代移动通信中的数据传输技术。现今 GPRS通信技术已

经非常成熟，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多个运营开发商开通了 GPRS商业应用系统。目

前 GPRS通信技术除了为个人用户提供短信息、email等实用新型数据通信业务

之外，更广泛的被应用于无线远程数据通信系统之中，如水中或者大气环境监测

保护、数字化医疗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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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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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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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GPRS 模块通信传输过程

主控板通过 AT指令初始化 GPRS无线模块，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该

通信模块。GPRS模块对接受到的数据包进行解析，取出相关信息后把数据封装

成 TCP/IP 数据包，发送到 GSM基站。数据经 SGSN 封装后通过 GPRS骨干网

与网关支持节点 GGSN进行通信。GGSN 对分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再发送

到目的地。

4.2.6 电路设计

本模块的电路设计如下：

图 18 BDS 信息获取与信息回传电路设计图

4.3 障碍物规避模块详细设计

当检测球在水中漂流遇到障碍物时，视频单元开关打开。此时云台带动摄像

头转动，实现视野的 360°覆盖。通过 4G网络把检测球周边环境的视频传回。

4.3.1 硬件单元选择

（1）云台与摄像头

云台由 SG90号舵机构成。舵机质量仅 9g，工作电压为 4.8V-6V。将两个舵

机连接在一起构成可旋转 360°的云台。

图 19 舵机

摄像头使用 OV7670图像传感器，体积小、工作电压低，拍摄到的图像清晰，

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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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摄像头

（2）电机

检测球在漂流过程中会出现被障碍物挡住或漂到岸边无法前进的现象。为解

决这一问题，在检测球底部增加了 4个电机。电机带动螺旋桨转动，为检测球提

供动力。本文选用扭力大的 775直流电机。

图 21 电机与螺旋桨

检测球遇障时，可根据传回的视频，通过我们自主设计的 App 远程操作对

应方向电机，使检测球离开障碍物，继续前进。

4.3.2 电路设计

本模块电路设计如下：

图 22 避障模块电源控制电路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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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避障模块控制信号连接图

4.4 供电模块详细设计

供电系统由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板，DC-DC 降压模块和充电管理模块构成。

以保证传感器、BDS、GPRS 等模块能够正常工作。由于该设备需要长时间户外

工作，无法进行人工充电。因此锂电池前增加了太阳能光伏板，将太阳能转化为

电能为锂电池充电。

4.4.1 硬件单元选择

（1）7.4V 锂电池：锂电池的主要规格有 3.7V、7.4V、12V 等。我们选了

7.4V 能保证主控板、MC20 GSM/GPRS/BDS 模块开发板和传感器模块正常工作

的 7.4V 锂电池。

图 24 7.4V 锂电池

（2）太阳能光伏板：该太阳能光伏板的峰值电压为 18.18V，且质量较轻，

尺寸较小。因为太阳能光伏板峰值输出电压高于充电管理模块的输入，所以需要

降压模块降压。该降压模块的输入电压在 4.75V-24V，输出电压在 0.92V-15V，
可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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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太阳能光伏板

（3） 降压模块：降压模块将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降压后输入到充电管

理模块，保护充电管理模块。该降压模块体积小，可承受 4.75V-24V的输入电

压，并且可输出 0.92V-15V 的电压。

图 26 降压模块

（4）充电管理模块：充电管理模块通过开启或者关闭充电来控制电池的充

电。当电池满电后，该模块会停止向电池充电。此模块输出 4.2V-8.4V的电压，

并且可承受 5-12V 的输入电压。

图 27 充电管理模块

4.4.2 电路设计

本模块的电路设计如下：

图 28 供电模块详细设计的电路设计图

4.5 检测球结构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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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球体设计意义

相较于其他形状做载体，球体可通过控制重心位置使检测球倾斜或者翻转后

迅速复原。

4.5.2 球体外部结构设计

图 29 3D 外观设计图 图 30 沟槽细节图

球体由两个半球组成，在两个半球连接处开一个侧边沟槽（9mm × 5mm）

及 12个螺丝口，用来安放 O 形防水密封圈及其固定。

O 形圈的材料采用硅氟橡胶 FLS，这种材料具有耐油、耐溶剂、耐燃料油、

耐高低温、抵抗含氧化学物、含芳香氢及氯溶剂的侵蚀的特点。根据

GB3452.3-2005《液压气动用 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在可以选用几种截面 O
形圈的情况下，应优先选用大截面的 O形圈的原则。

（1）沟槽深度与宽度

密封装置采用了轴向、静密封的方式。

表格 2 轴向密封沟槽尺寸（mm）

O 型圈截面直径 d2 1.80 2.65 3.55 5.30 7.00

沟槽宽度 b 2.6 3.8 5.0 7.3 9.7

沟槽深度 h 1.28 1.97 2.75 4.24 5.72

沟槽底圆角半径 r1 0.2-0.4 0.4-0.8 0.8-1.2

沟槽棱圆角半径 r2 0.1-0.3

选沟槽宽度 5.72mm、深度 9.7mm，据经验值取槽宽 b=9mm、槽深 h=5mm，

验算 O 形密封圈的压缩率和伸缩量[6]。

2

2

= 100% 28.6%d h
d

 
 

根据标准：O 形圈的压缩率为 15%～30%之间，上述结果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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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形圈内径

表格 3 轴向密封的沟槽内径与 O 形圈内径

d2 7mm
d1 325mm
d8 326mm

球体外径为 400mm，因此 O形圈内径选择 325mm，则其拉伸量为

8 2

1 2

1.003d d
d d




 


ɑ = 1.003<1.01 ,符合要求

d1 为O形圈内径；d2 为O形圈截面直径；b是O形圈沟槽宽度；h 为轴向密封

的O形圈沟槽深度；d8 为轴向密封的沟槽内径。

4.5.3 漂浮球最大载重计算

球体外径为 20cm，厚度为 0.2cm。

假设理想吃水线为球体中心[7]，根据 M1 M max M 2 （不计球体外部结构的

质量）

3
1

4 1
3 2

V R    =0.017m3

 334 4V
3 3

R R d        =0.001m
3

1 1M V  =1.17kg

2 2 1M V  =17kg

则 maxM = 15.83kg

其中 M1 为球壳质量，M max 为最大载物量，M 2 为排开水的质量，M 为载重

量，V1为排开水的体积，V为球壳的体积；  1.0 103 kg / m3 ，g  9.8m / s2 ，
为球壳材料的密度，取 1 1.17 103 kg / m3 ；R 为外半径，取 20cm；厚度 d 为

0.2cm。

4.5.4 吃水线的确定

吃水线采用模型试验确定。由于球体由两个半球组成，半球连接处存在进水

可能性，所以吃水线高度要适量远离球体中心且需满足一定的稳定性。根据不倒

翁原理，漂浮球的重心越低越稳定。在球体部件配重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配重，观

察球体的稳定性，计算最佳吃水深度。试验中，用力晃动漂浮球，若检测球能够

在水中很快复原，则满足所需稳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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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材料：半径为 20cm，厚度 2mm 的聚苯乙烯塑料

方法与步骤：初步称量得太阳能电池板、探头与传感器、BDS/GPRS模块质

量之和为 1.026kg，初次配重增加 2kg，之后以 0.5kg的梯度增加配重，每次以相

同力使浮球摆动，观察球体的稳定性，计算吃水线。

实验结论

表格 4 配重与吃水线高度

配重/kg 3．026 3.526 4.026 4.526 5.026 5.526 6.026 6.526
吃水线/m 0.09 0.10 0.10 0.10 0.11 0.11 0.12 0.13

通过实验，当吃水线高度 h，
大约为 0.10m 时，检测球在相同外力作用下，

稳定性较好。

4.5.5 实际载重量计算

根据球缺的体积计算公式：

'
2

1 R- 0.005233
3
hV h

 
    

 
’ ’ m

3

,
2 1 52.33F gv N 浮

,
2 2 1 5.233kgM v 

 1 2M M M 

M  4.063kg

其中h' 是吃水线高度；V ' 是排开水的体积；取3.14。

4.5.6 球体重心的计算

如图建立坐标轴：

图 31 监测球的重心坐标

计算沙的质心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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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沙的重心计算图
2 2 2 2= ( ) (2 )dv r dy R R y dy Ry y dy            

dm dv 

 
 

3 4
h 2 3 20

0 0

2
2 30 0

0

2 1
m 2 8 33 4=

1 12 42
3

h
h

h h
h

Ry yy d Ry y dy Rh h
Rh hdm Ry y dy Ry y





      
    

 
 

得出：沙的质量 4m 0.597kg，质心高度 4y 0.012m。

太阳能板长 0.28m，宽为 0.23m，厚 0.017m， 1m 0.739kg，求出太阳能板

质心高 1y =0.285m；电机轴与 X轴正方向夹角取 100，电机轴长 0.1m， 2m 0.054kg，
求出电机轴的质心高度 2y 0.077m；电机直径 0.042m， 3m  0.357kg，求得电机

的质心高度为 3y 0.1m；

设球的重心 G（0，Y），则根据重心的计算公式：

1 1 2 2 n ny m y m y mY
M

    


0.739 0.285 0.054 0.077 4 0.357 0.1 4 0.597 0.018
2.98

Y         
 =0.12（m）

得出重心坐标G（0，0.12），满足要求重心在下部。

4.6 检测球搭建

球体由两个可开合的半球组成，四个指标检测的探头安装在球壳底部。

图 33 检测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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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半球安装上下两个平面，BDS/GPRS模块、ORP模块、pH模块、电导

率模块、浊度模块、锂电池固定在下平面。

图 34 平面 1

在靠近吃水线的位置开 4个对称的孔，安装电机、螺旋桨。

图 35 电机螺旋桨安装图

将电机控制装置、云台、摄像头、锂电池固定在上平面。

图 36 平面 2

把太阳能电池板固定在上半球。将上半球和下半球拼接在一起，组成完整的

检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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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检测球整体图

5 测试
5.1 测试设计

测试分为单元测试和系统测试。在单元测试中，我们对检测球的水质指标检

测、BDS 信息获取、数据回传、摄像头转动和图像回传、电机控制等功能进行

单独测试。单元测试结果满足要求后，将检测球放置于真实场景中，进行实地漂

流。验证检测球的数据测试与回传、规避障碍物功能是否能正常运行。

5.2 水质指标功能检测和检测精度测试

5.2.1 pH 测试

将检测球 pH测试探头与标准 pH测试笔进行对比测试。首先，将测试笔放

入的 pH值为 6.00的缓冲液中，测试结果为 5.99。然后将检测球 pH探头放入溶

液中进行测试。

表 4 测试笔与探头测试数据对比表

测试笔测试数据 检测球探头测试数据

5.99 5.98
5.99 5.99
5.99 6.02
5.99 6.04
5.99 6.00
5.99 6.00
5.99 5.99

图 38 pH 测试笔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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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表可知，pH值为 5.99的溶液，检测球 pH探头测试数据为 5.98－6.04。
测试数据误差为±0.06，精度已达到市面测试精度，满足水质测试要求。

5.2.2 ORP 测试

首先使用购买的 ORP测试笔对待测水样进行测试。接下来用检测球 ORP探

头对此水样进行测试。将检测球探头和测试笔测试数据进行对比。

表 5 ORP 测试笔及探头测试数据表

测试笔测试数据 检测球探头测试数据

69mv 69mv
69mv 70mv
69mv 65mv
69mv 67mv
69mv 69mv
69mv 67mv
69mv 69mv

图 39 ORP 为 69mv 的溶液

结合上表可知，ORP值为 69mv的溶液，检测球 ORP探头测试数据为 65mv
－70mv。检测球 ORP探头测试数据误差为±5mv，精度已达到市面测试笔测试

精度，满足水质检测要求。

5.2.3 电导率测试

首先使用购买的电导率测试笔对待测水样进行测试。接下来用检测球电导率

探头对此水样进行测试。将检测球探头和测试笔测试数据进行对比。

表 6 电导率测试笔及探头测试数据表

测试笔测试数据 检测球探头测试数据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509us/cm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510us/cm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508u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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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电导率为 508us/cm 的溶液

结合上表可知，电导率值为 508us/cm的溶液，检测球电导率探头测试数据

为 508us/cm－510us/cm。检测球电导率探头测试数据误差为±2us/cm，精度已达

到市面测试精度，满足水质检测要求。

5.2.4 浊度测试

把浊度探头放入浑浊程度不同的溶液进行测试。可根据不同的浑浊程度，将

溶液划分成 4个等级。

表 7 浊度探头测试数据

浑浊程度不同的溶液 检测球探头测试数据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4级 4级
4级 4级
4级 4级
4级 4级

图 41 浑浊程度为 1级的溶液 图 42 浑浊程度为 4级的溶液

结合测试数据知，浊度探头可根据不同的浑浊程度的溶液，得到精确的等级

划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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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DS 信息获取及数据回传测试

MC20 模块连接BDS 天线后接到Arduino主控板。把编写的程序上传到主控板，

发现接收端能成功接收到BDS的有效信息。

图 43 测试 BDS 实物图 图 44 获取的 BDS 数据

图 45 位置精度

将获取到的 BDS 信息转化为经纬度,根据地图可知 BDS 误差在 0-30m,对于

长达几千米的河流,该误差可接受。

5.4 云台与摄像头测试

接通开关，两个舵机相继转动，带动摄像头在 360°范围内转动。服务器正

常接收到摄像头传回的视频。

图 46 摄像头测试传回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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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机测试

当检测球在水中遇到障碍物时，转动不同位置的电机提供动力，避开障碍物，

使检测球继续前进。首先在室内进行测试，在手机 APP上能控制对应电机转动。

然后在水中进行测试，每个方向电机转动时均能推动检测球前进，满足预期要求。

图 47 电机测试过程

5.6 系统测试

通过实地调查，选取了一条河宽 3-5m，水深 0.3-0.7m的河流。

将检测球固定在岸边，90秒后收到第一条水质信息。收到第一条信息后，

将检测球推向河流中央，之后检测球按照程序设计，每分钟发送一条检测到的水

质信息。在漂流期间，检测出现过一次被障碍物遮挡、无法前进的情况。当检测

球被障碍物遮挡时，能成功传回视频。通过远程操控，检测球在电机和螺旋桨的

推动下，成功离开障碍物继续前进。

表 8 实地测试部分数据

北纬（N） 东经（E） pH ORP(mv) 电导率

（ms/cm) 浊度（级）

3016.4716 10402.8156 8.10 273.88 6.52 3

3016.4723 10402.8161 8.16 283.64 6.62 3

3016.4729 10402.8163 8.21 288.52 6.69 3

3016.4756 10402.8173 8.25 293.41 6.69 3

6016.4767 10402.8182 8.26 293.41 6.69 3

3016.4775 10402.8189 8.26 298.29 6.69 3

3016.4781 10402.8192 8.26 284.52 6.66 3

3016.4825 10402.8196 8.26 271.32 6.62 3

3016.4915 10402.8222 8.27 269.04 6.66 3

3016.4933 10402.8235 8.26 264.11 6.6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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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实地测试

6 讨论与分析

本文对现有水质检测方式进行分析后，结合河流的漂流性，提出了随河流漂

流的检测球。该检测球随河流流动进行检测，可为整条河流水质提供线性数据,
及时将检测信息传回服务器。水质检测方式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高，提供整个测试

流域的多点水质信息，为水质连续性分析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该检测球具有性价

比高、节能环保、连续检测、节约人力、节约设备投资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我

国众多河流水质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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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户外位置追踪与安全保障方案

作者：任鹏举

指导教师：王光敏

所在省市：陕西省西安市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针对“驴友”和科研工业者的

野外探索的安全问题，很多通信系统相继出现。但由于移动网络信号无法全部覆

盖，尤其是在较偏远地区，当突发情况时无法及时将位置情况发送出去。且自带

的 GPS设备终端只能实现卫星定位信息的单向接收，不能发送。为此，本项目

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户外位置追踪与安全保障系统，GPS/北斗

双模定位技术实现精准定位，LoRa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主控台与基台间远距离无

线通信，ATK-LORA-01 模块实现远程无线通信，摄像头模块使用 OV7725采集

基台图像信息实现对环境的探测，并采用 CN379作为太阳能充电管理芯片提供

稳定供电。该系统能为在野外和偏远地区的“驴友”与工作人员提供发送定位信

息和其他数据信息的功能，并将信息数据远距离地传输给上位机监控端。为时刻

关注“驴友”与工作人员位置，在作业人员处于危险情况下对其进行搜寻和救助，

保障野外作业人员的安全。

【关键词】：（GPS/北斗双模定位，LoRa无线通信，户外位置追踪）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communication systems have emerged to solve the safety problem of field exploration.
But because the mobile network signal can’t cover all, especially in the more remote
areas, when the emergency situation can’t be sent out in a timely manner. And its own
GPS device terminal can only achieve one-way satellit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reception, can’t be sent. To this end, the project has studied and designed an outdoor
location tracking and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he GPS and Beidou dual mod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o achieve accurate
positioning, the Lor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alizes the long-distanc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ain console and the base station, the
ATK-LORA-01 module realizes the long-distanc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camera module uses the OV7725 to collect the image inform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to realize the de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N379 as a solar charging
management chip to provide stable power supply. The system can provide the
function of sending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other data information to the
backpackers and workers in the field and remote areas, and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data to the monitor terminal of the upper computer. In order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ocation of “Donkey friends”and workers, search and rescue the workers in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ield workers.

【 Key words 】 GPS/Beidou dual-mode positioning, Lor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outdoor location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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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旅游信息在网络与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以及旅游市场的不断完

善，人们的旅游方式悄然发生转变，传统形式的游览观光不再能满足旅游爱好者。

而自驾游、骑行、徒步等新颖的旅游方式得到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成为新的热门

旅游形式。徒步旅行的线路多处在偏远地区或野外，且路径长，受气候和自然条

件影响很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需要在野外进行

作业，包括地质勘探、地理测绘、野外救援、以及军事行动等等。野外作业人员

工作时活动范围较大，人员走动比较频繁，行动路线具有随机性。人们在野外作

业和探索时往往存在盲区多、通信信号较差、位置难以确定、应急能力弱等问题，

甚至会突发紧急情况，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等。

目前，针对“驴友”野外探索、野外作业人员建立了很多通信系统有，譬如

基于 GPS或远程卫星电话服务的野外作业人员通信系统。由于人员是在野外进

行作业，移动网络信号往往很难全面覆盖，当出现信号较差或者完全没有信号时，

野外作业人员就无法将位置情况和需要说明的信息及时传递出去，这时监控端的

人员就无法对作业人员进行搜寻和救助；同时人员携带的 GPS设备终端只能实

现卫星定位信息的单向接收，不能向外界发送自己的位置信息，且远程卫星电话

造价昂贵，成本较高，缺乏卫星定位功能，无法向监控管理端精准报告和描述自

己的位置，监控管理端便更难搜寻和救援野外作业人员。可见，现有的野外探索

系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人员在野外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向监控管理

端报告信息，难免会给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本项目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将 GPS/北斗双模定位技术与 LoRa 无线通信技术

相结合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户外位置追踪与安全保障方案，该方案主要由手持

终端和上位机监控端组成，系统能为在野外和偏远地区的“驴友”与工作人员提

供发送定位信息和其他数据信息的功能，并将数据传输给上位机。为时刻关注“驴

友”与工作人员位置，在作业人员处于危险情况下对其进行搜寻和救助，保障野

外作业人员的安全。

2 研究现状
2.1 野外探索搜寻技术

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需要在野外等环境复杂和荒凉恶

劣的地方工作，以传统的地质勘探为例，勘测人员必须谨慎小心地摸索前进，在

行进途中地质队员大多采用 GPS 或北斗导航设备终端配合罗盘指北针，实现定

位导航功能。

野外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时，往往获得的是自身位置信息，但是不能与监控

管理端进行联系，一旦发生迷失或者其他事故，由于缺少通信设备，会难以得到

及时而有效地救援。总之，人员在野外进行作业时，无论是一般的科研人员工作

还是军人在野外进行军事行动，都存在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只有改进上述存在

的问题，才能保证民用和军用领域的人员在野外开展安全高效地工作。

在民用领域，以地矿勘测行业为例，其中一种方案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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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需要作业的环境恶劣以及比较艰苦的地区设立相应的工作站，野外作业

人员通过卫星电话与工作站的人员进行通信，以此来汇报位置信息和其他要说明

的信息，同时可以呼叫监控端的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搜寻和救助。但是这种方法

通信条件不佳，成本较昂贵，而且效率不高。还有一种方案是携带具有 GPS定

位功能的手持机或者其他带有 GPS 的交通工具来得到具体位置信息，并通过

GPRS移动网络实现数据传输，这种通信方式在 GPRS移动网络信号良好的区域

是可行的，但是在 GPRS移动网络信号较差的地方则会导致通信质量变差，产生

了监控盲区，无法呼叫监控端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救援。

2.2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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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时空基础设施。是全球第三个成

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前两个分别是 GPS、GLONASS），已得到联合国的正式认

可，在 2014年，正式被联合国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

随着技术开发和新型卫星的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更高

精度和可靠性的服务。经过三十年三代人的努力，我国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全球的

新时代已经到来。系统定位、授时精度以及服务的连续性等经过连续实测和评估

君达到指标要求。自系统开通以来，为全球的用户持续的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服

务。系统不仅在许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基础产品在 120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应用，

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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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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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oRa 无线通信技术

LoRa 技术本身最突出的优点在于传输距离远以及比较低的功耗，这两个突

出的优点主要是基于 Chirp 扩频调制技术和前向纠错编码技术。2015 年 3 月

Semtech 公司对外发出号召，号召使得 IBM、Cisco等多个知名厂家联合在一起

并共同成立组织 LoRaAlliance。LoRaAlliance 联盟共同商议并协定了 LoRa的网

络整体构架和其通信协议，并一起向各厂家提出了 LoRaWAN，也就是低功耗广

域无线网。LoRa 在全国范围内的布网计划已经陆续在 17 个国家开始实施，而

在世界上的如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大约有几百个城市的 LoRa网络都已经有序

地运行。

2016年 1 月 Semtech 公司与我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深圳市达成了一份战略

协议，期间双方的工作人员将对现有的 LoRa技术作深入交流和探讨，并共同对

我国部分地区部署 LoRa组网作出应有的力量。得益于 LoRa 通信的独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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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和传统数据传输方式相比，其通讯模块的电池电量要求更低。国内的主要应用

在水表系统的远程抄送和控制上，主要是依靠 LoRa通讯功能，将其集成在水表

设备上，以此实现大量数据的远距离传输。相比之下，LoRa运用在急救或者户

外搜寻系统中的技术少之又少。传统的搜救方式，大多采用的是 GSM和 GPRS
移动网络通信方式，在信号的传输和功耗上都存在弊端，本项目提出的基于 LoRa
技术的野外搜救系统则能更好的实现远距离通信和低功耗的技术，为监控并搜寻

野外作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3 系统设计方案
3.1 主要功能概述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户外位置追踪与安全保障方案是借助北斗定位系统、

LoRa无线通信技术、太阳能供电系统，摄像头模块以及语音模块等来完成在没

有 GSM或者 GPRS等移动网络信号或者信号比较差的情况下，准确定位野外作

业人员的位置，向上位机监控端发送位置信息环境信息等，并在必要时辅助搜寻

和救助“驴友”与野外作业人员。系统包含一个主控台以及多个基台，主控台放

置在林业警察或旅行团负责人处，手持基台由“驴友”与野外作业人员持有，并

与主控台进行通信。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摄像头采集基台图像信息实现对环境的探测。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时定位获取位置信息并传送给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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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地点和环境图像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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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设计

3.2.1 设计目标

 通信距离远：该项目的数据信息传输的可靠距离要达到 3公里左右，这

要求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基础上有效通信距离尽可能远。

 定位精度高：定位精度要高，保证主控台监控端接收数据信息界面接收

到的在误差在 10米内，同时经纬度转换为百度坐标系下的经纬度误差要小，并

可以在百度地图上准确显示人员位置。

 功耗低：手持终端在工作过程中造成的功耗要低，因为功耗一旦过高，

则会造成部分模块发热进而影响整个模块的工作效率，严重时会造成手持终端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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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而永久性损坏，所以必须降低手持终端的功耗，以保证手持终端使用较长时间，

提升手持终端的性能。

 数据信息的传输：数据信息包括定位信息以及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要

求传输误码率低，传输速度高，频带利用率高。

 太阳能供电系统稳定可靠。

3.2.2 设计方案

本系统由一个主控台和若干手持基台组成，主控台由上位机显示模块、LoRa
无线通讯模块、基于太阳能的供电系统组成；手持基台由报警模块，太阳能供电

模块，各个方位的摄像头模块，北斗定位系统，LoRa无线通讯模块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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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工作原理

手持终端完成人员位置信息的定位，其定位信息一般是由经度、纬度和时间

组成，定位完成后，摄像头模块采集环境图像信息，手持基台通过 LoRa模块将

定位信息、图像信息和需要表达的文字信息传输到主控台。主控台接收到的数据

信息后，上位机监控端接收信息界面会解析出手持终端的数据信息，并通过经纬

度转换工具以及调用百度地图 API 将人员位置显示在百度地图上。

“驴友”或野外工作人员在野外与偏远地区进行工作或探索时，如果遇到危

险情况并可以手动开启手持终端，此时“驴友”或野外工作人员会通过手持终端

发送自己的定位信息和需要表达的文字、语音、图像信息。上位机监控端的监测

人员可以快速搜寻并实施救援。而遇到危险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驴友”或野外

工作人员来不及开启手持终端时，手持终端因为提前设置了定位模块定位和

LoRa 模块发送数据信息的固定时间，此时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手持终端就会自

动向上位机监控端发送定位信息，监测人员会通过接收到的信息，以及上次收到

作业人员发送的其他文字信息的时间间隔来判断作业人员是否遇到了危险或其

他特殊情况，从而对作业人员开展及时而有效地搜寻和救援工作。而手持终端没

有一直处于工作模式，这样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手持终端的功耗，节约了手持

终端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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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系统架构图

图 3.2 系统示意图

3.3 硬件设计

野外作业人员搜寻系统包括手持基台和主控台监控端。手持基台硬件以单片

机 STM32F103为控制核心，搭配双模定位模块 ATGM332D、LoRa 无线通信模

块（ATK-LORA-01）、触摸液晶屏模块和 JQ8400FL10P语音模块、CN3791太阳

能供电模块等。

微处理器对采集到的定位数据信息和触摸屏要发送的文字信息以及语音信

息、图像信息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LoRa无线通信模块将打包的全部数据传输出

去。为了对下载到单片机上的程序进行调试，手持终端增加了 JTAG仿真调试接

口和 RS232串行通信接口。设计流程图如图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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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硬件总体设计流程图

3.3.1 单片机 STMF

手持基台的微处理器是整个手持基台的核心，主要负责处理定位模块定位的

数据信息、采集液晶屏输入的数据信息和摄像头模块输入的数据信息，并将上述

所有数据通过 LoRa无线通信模块发送给远程监控端。手持终端自身的可靠性是

上位机监控端的监测人员定位“驴友”或野外工作人员的前提和保证。实物图如

图 3.4所示。

单片机 STM32F103ZET6除了兼具 ARM Cortex系列微处理器的优点，突出

表现为：

（1）内核先进：STM32F103包含 512K字节的内嵌 SRAM 和 1M字节的片

上闪存，并且对内部总线的访问速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2）存储空间增大：STM32F103 具有高达 1M字节的片上闪存以及 512K
字节的内嵌 SRAM，并且对内部总线的访问速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运行速度快：STM32F1能达到 72MHz，，包括相当于 Flash 零等待周

期的性能效果的 ART自适应实施加速器。

除了上述特点外，STM32F103还具有低功耗等优点。系统设计内容有：

1）JTAG接口电路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模拟和调试单片机

STM32F407 系统。采用的是标准的 JTAG 接法，除此之外 STM32 还有 SWD
接口，SWD最少只需要 2根线（SWCLK和 SWDIO）就可以对编写的代码进行

调试，该方法和通常情况下使用的串口下载代码并调试的方法一致，并且下载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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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快，下载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很高，故在下载并调试代码时选用了 SWD 模

式，暂不选用 JTAG 模式。

图 3.4 手持基台实物示意图

2）启动模式电路

STM32 的启动方法包括：启动模式电路中的 BOOT0 和 BOOT1，其对应

启动模式如下表 1所示：

表 1 启动模式对应说明表

BOOT0 BOOT1 启动模式 说明

0 X 用户闪存存储器 用户闪存存储器，也就是说 FLASH启动
1 0 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启动，用于串口下载
1 1 SRAM启动 SRAM启动，用于在 SRAM中调试代码

通常情况下如果使用用串口下载代码，则 BOOT0=1， BOOT1=0，如果想

要实现 STM32 在按下复位键的时候启动下代码，则 BOOT0 = 0，BOOT1 可为

任意值。

3.3.2 双模联合定位模块

该部分本项目采用 GPS+北斗双定位模块 ATGM3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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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三维位置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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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与 STM32f103ZET6
开发板引脚连接说明如图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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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LORA 无线通信模块

得益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无线通信技术也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其中，

远距离无线电（Long Range Radio，LORA）技术，采用线性调制扩频方式，显

著地提高了它的接受灵敏度，能够实现比其他调制技术更远的通信距离。正是基

于这样的远距离通信优势，本项目采用 ATK-LORA-01模块实现远程无线通信。

ATK-LORA-01是正点原子公司（ALIENTEK）推出的一款远距离无线电串

口模块。该模块在 SX1278射频集成芯片的基础上，采用 LORA扩频调制方式，

能够解决超远距离通信问题，通信距离达到了3000米。该模块在410Mhz~441Mhz
的频段下工作，以 1Mhz 频率为步进信道，共 32个信道，发射功率 4级可调，

支持低功耗工作模式。同时，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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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使得操作更加便捷。此外，模块大小仅

为 36*20mm，能够在-40℃~85℃的环境下工作，更加适应多种复杂极端的工作

环境。

表 2 ATGM332D 模块与 STM32f103ZET6 开发板引脚连接说明

由此可见，ATK-LORA-01模块所具有的体积小、灵敏度高、支持低功耗工

作模式等特点，为其在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取得了极大的优势地位。如图 3.5所示。

图 3.5 ATK-LORA-01 无线串口模块示意图

该模块可通过设置地址、传输速率、信道实现定向传输和透明传输，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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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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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GM332D模块 STM21f103ZET6开发板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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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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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摄像头模块

OV7725是豪威公司（OmniVision, OV）生产的一款 1/4英寸的 CMOS VGA
图像传感器，如图3.6所示。该传感器采用小型封装、工作电压低（典型电压3.3V），
提供单片 VGA摄像头和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它具有高灵敏度的特点，适合

低照度应用，即在弱光条件下表现依旧出色。同时，它能在-20°~70°温度范围

正常工作，极大的适应了不同的工作环境。用户可以通过 SCCB总线，完全控制

图像质量、格式和输出数据传输。例如，用户可以对输整帧、子采样、取窗口等

不同输出方式的进行选择，以此输出不同的分辨率，以 10位或 8位影像数据输

出。OV7725 包含一个 640 x 480 图像阵列，能够在 VGA 模式下以最高每秒 60
帧的速度运行，所有图像处理功能过程包括伽玛曲线、白平衡、度、色度等都可

以通过 SCCB接口编程。OmmiVision图像传感器应用独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

减少或消除光学或电子缺陷如固定图案噪声、托尾、浮散等，提高图像质量，得

到清晰的稳定的彩色图像。

图 3.6 OV7725 摄像头

3.3.5 太阳能供电系统

本产品采用 CN379作为太阳能充电管理芯片，适用于 6V~24V 太阳能板给

3.7V锂电池充电，适合 14500 电池和常规 PH2.0聚合物电池接口使用。配备锂

电池升压稳压芯片，支持 5V/1A 输出。可间接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供给低功耗

物联网和其他绿色环保项目。

3.4 软件设计

3.4.1 双模定位模块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通过串口与单片机 STM32系统进行连接。首先给手

持终端上电平初始化串口，同时初始化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接下来就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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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定位模块所定位的信息。这时需要检测定位信息是否有效，若无效，则需重新

初始化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直到可以获取有效的定位信息，获取了有效的

定位信息后就要解析定位信息的语句。解析语句的目的是要得到当前的关键信息，

关键信息得到后，就要把信息发送给 LoRa无线模块，此时定位模块部分的信息

处理流程结束。定位信息的详细处理流程图如图 3.7所示。

图 3.7 定位信息处理流程图

该模块的帧数据格式如下：

$XXRMC,<1>,<2>,<3>,<4>,<5>,<6>,<7>,<8>,<9>,<10>,<11>,<12>*hh<CR>
<LF>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 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 N（北半球）或 S（南半球）

<5> 经度 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 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 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 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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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 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 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
估算，N=数据无效）在项目设计的手持终端中，只需要提取定位模块中输出的

经度值、纬度值以及当前时间值，至于水平精度因子、卫星仰角、卫星编号、地

面航向和磁偏角等信息则不需要提取。

3.4.2 LoRa 模块

先初始化 LoRa无线通信模块，使之可以正常工作。然后单片机 STM32F103
系统将解析并提取的数据信息传送到 LoRa 无线通信模块，LoRa 模块此时将数

据信息整理并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判断数据信息是否全部发送出去，

如果数据没有全部发射出去，还有剩余，那么需要回到 LoRa模块将数据信息整

理并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出去这一步，若数据信息已经全部发射完毕，则结束本

次流程。流程图如图 3.8所示：

图 3.8 LORA 模块工作流程图

LoRa无线通信模块需要配置相应参数才能成为接收模块。和发射模块配置

过程一样，首先需要设置 9600bps的波特率，其次选择 0.3kbps的空中速率，然

后 WOR 角色选择为接收方，WOR周期设置为 1000ms，传输方式设置为透明

传输。波特率、空中速率、WOR周期和传输方式等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都设置

一致，这样便于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的数据传输。

3.4.3 摄像头模块

先初始化 OV7725相关 IO 口的操作后，再完成 OV7725的寄存器序列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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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此过程中，需要统计帧率，本实验中选取的是基本定时器 TIM6，即达到

1秒钟中断一次的效果。我们设定外部中断，则中断处理部分的流程如下：

每当帧中断到来后，先判断 ov_sta的值是否为 0，如果是 0，说明可以往 FIFO
里面写入数据，执行复位 FIFO写指针，并允许 FIFO 写入，此时，AL422B将从

地址 0开始，存储新一帧的图像数据。然后设置 ov_sta++即可，标记新的一帧数

据正在存储中。如果 ov_sta并未置 0，说明之前存储在 FIFO 里面的一帧数据还

未被读取过，此时应直接禁止 FIFO 写入，等待 MCU读取 FIFO 数据，以免数

据覆盖。最后，为了得到最快的显示速度，将MDK的代码优化等级设置为-O2
级别，这样 OV7725的显示帧率可达 23帧。

发布指令打开摄像头，以书为观察对象，调整对比度、灰度等，显示结果如

图 3.9所示：

图 3.9 摄像头模块测试示意图

3.4.4 液晶触摸屏软件

软件包括了三个部分，其一为触摸屏驱动程序；其二为液晶屏驱动程序；其

三为用户程序。三个程序是分开进行设计的。以第一个程序为例，在设计的过程

中首先要完成触摸屏控制器的定义，具体来说即为创建库文件，然后对其 I/O予

以定义，最后创建驱动程序，使触摸屏控制器能够正常的运行。

在程序启动后，先是 GPIO 和 LCM 的初始化，使液晶屏片选信号 CS保持

低电平，填充液晶屏幕背景色然后校准，最终等待用户的触摸操作，用户进行操

作后，对触摸坐标予以校准，最终利用液晶屏将其呈现在用户眼前。

3.5 系统整体实现过程

（1）手持基台打开，如图 3.10所示，电源模块正常供电。

（2）基台上电现象验证：基台上指示灯闪烁：说明初始化成功；

（3）摄像头模块打开，如图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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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基台初始化示意图 图 3.11 摄像头模块启动示意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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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台收到发送的位置信息。

用同样的方法即可在百度地图 API上看到具体位置。至此，本项目测试结束。

4 方案特色

 采用 LoRa低功耗远程无线通信模块，可实现超过 3km的危险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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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定位信息

 采用摄像头模块可传输环境信息；

 可在 PC端软件直观看到定位、文字、图像信息；

 功耗低：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有很高的环保价值；

 成本低，稳定性强，可靠性高，经济价值高。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本项目首先完成“驴友”与野外工作人员搜寻系统的硬件安装，并给出了实物

展示。然后进行了上位机的功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项目可以清晰直观地将数

据信息显示在数据接收界面上，并可以在百度地图上显示出人员具体位置，同时

上位机监控端的监测人员根据地图上的作业人员位置成功搜寻到了作业人员。

在系统的通信质量测试中，设置 LoRa无线模块的空中速率为 0.3kbps，并且

是全向天线接收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上位机监控端在 3km内接收到的数据包个

数几乎没有丢失。系统的定位精度测试结果表明定位精度在 10m 内，可以比较

准确地定位携带手持基台的人员。

太阳能供电系统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压以满足手持基台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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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展望

本项目研究并设计的系统已经完成了模块的搭建，并且实现了系统主要的定

位，传输数据和实地搜寻“驴友”与野外工作人员等功能。但是由于时间仓促、

电路系统集成设计经验不足等原因，在项目的研究设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归纳如下：

（1）野外作业人员搜寻系统中的手持终端这一硬件设备需要进一步优化，

它的体积仍过大需尽可能小。设备越小，携带就越方便。

（2）野外作业人员搜寻系统具备了基础的定位、传输定位数据信息和文字、

图像信息，以及显示人员具体位置的能力，但是目前具有这些功能还是不够丰富，

在以后的研究设计中可以加入更多的实用性功能。

（3）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在野外作业人员工作区域部署更多的 LoRa 无线

模块，从而组成合适的网络拓扑架构，这样就可以让每一个独立的 LoRa终端节

点中转其他节点的信息以扩大通信范围和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

（4）双模导航定位算法应该进一步使用其他仿真软件进行定位的误差仿真

分析，并从仿真结果中对比出不同参数对定位误差的影响。

6 收获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收获颇多，衷心感谢老师给予的帮助与指导，也感谢队

友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鼓励。从中我学会了如何进行项目的研发，如何根据项

目进展调整进度，以及如何检验项目研究成果。也学会了单片机等硬件操作与多

种软件的操作，锻炼了编程思维，提高了编程能力，拓宽了我的知识面。

通过这次项目，使我意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相互配合。对

我国北斗导航系统有了更深的了解，随着北斗组网的成功，越来越感受到拥有知

识自主权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关注科技发展，为我国的科技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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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智能安全驾驶检测系统

作者：钱炜程、徐可声 、黄毅成 、单雨涵

指导教师：施卡祥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道路安全也

越来越有保障。在交警部门的努力之下，超速现象减少，危险路段有提前的提示，

汽车必须做定期的保养……然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淡泊，成为了交警检查的盲区。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它可以做成像"健康码"一样的，有助于交通部门监管的

工具。可以先从出租车、运货车、公交车等有上级系统监管的车辆开始。对车主

是否酒驾，是否疲劳驾驶等问题进行监测。让安全监管无死角，保障行车安全。

同时，本产品还赋有安全距离警报，检测车内车厢温度，监测振动的功能。通过

对行车路段湿度坡度等不定因素的分析，结合汽车自身速度，计算器车实时的安

全距离。超出了以道路的限速为红线的较为粗略的标准，做到了为车主私人定制，

实时监测。因此适合私家车使用。努力把事故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关键词】北斗系统，安全驾驶，监管盲区，不定因素监测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road safety is more and
more guaranteed.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traffic police department, speeding
phenomenon is reduced, dangerous sections are warned in advance, and cars must do
regular maintenance.However, the driver’s indifference to safety awareness has
become a blind spot for the traffic police to check.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think it
can be made into a "health code",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to
supervise the tool.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with taxis, delivery vans, buses, and other
vehicles that are monitored by a superior system.Whether the owner is drunk driving,
whether the fatigue of driving and other problems are monitored.Let safety
supervision without dead corners, to ensure driving safety.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 is also equipped with safety distance alarm, detection of car temperature,
vibration monitoring function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humidity and slope of the road sec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ars' own speed, the
real-time safety distance of the car is calculated.Beyond the road speed limit as the red
line of the more crude standards, do personal customization, real-time monitoring for
car owners.Therefore, it is suitable for private cars.Try to minimize the probability of
accidents.

【Key words】BDS system, safe driving, supervision blind area, uncertain
factor monitoring

1 背景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国各地区共发生交通事故 247646起，其中死亡人

数 62763人，受伤人数 256101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3461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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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交通事故主要原因除不遵守交通规则外，另两个主要原因是疲劳驾驶和

恶劣自然环境。而每年的交通事故中有很多都是因为疲劳驾驶，这个比例要大大

超过酒后驾驶。除此之外，陌生路段以及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也导致了大部分交通

事故的发生。

2020年 6月 2日 20时许，洪某某驾驶川WZ****小型轿车自姜州往会东方

向行驶，行驶至 G353国道 3184Km+300m处，因雨天路面潮湿，超车时与对向

由柯某某驾驶的川W1****轻型仓栅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

事故。

图 1-1 车祸实照

除此之外，车内自燃的新闻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驾驶员的安全意识不足

以及各种安全措施不当都导致车辆在无人情况下自燃，并且灭火不及时导致大范

围火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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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汽车自燃

2 项目概念
2.1 应用领域

基于北斗的智能安全驾驶检测系统对车辆多方面的安全状况进行监测，包含

测酒驾、提醒疲劳驾驶、行驶过程震动幅度监测、行驶安全距离监测、车内发动

机舱（或新能源车电池舱）自燃预警监测功能。适用于私家车、公用车以及小型

货运车。

2.2 项目主要解决问题

目前城市及郊区道路（包括各级国道、省道、乡道、高速公路），仅设置了

国家法定最高限速来减少车辆行驶时发生的安全事故，但路段路面实际状况变化

速度快，原有限速无法真正起到安全作用。并且最高法定限速局限于正常情况，

如遇到各种不确定的天气因素或者路面因素，最高限速无法提醒驾驶员是否安全

驾驶。实际情况中，驾驶员无法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情况下判断与前车安全距离，

在各种外界变量影响下，驾驶员在行车时估计本车的刹车距离往往出现错误，此

时，行车产生安全漏洞。在货车运输过程中，经常出现酒驾，疲劳驾驶等状况，

或者超速追尾的事故。驾驶员在主观因素下无法正确估计大型汽车是否处于安全

距离以内，因此货车事故频频出现。本项目将采用基于北斗导航的前沿科技，对

行车进行更进一步的监管，让道路上因非故障类因素而产生的事故概率降低。

3 基本原理
3.1 基本功能原理

功能一：测酒驾（注：因为此酒精传感器模块为 TTL协议，试验中无法支

持，故试验过程及代码省略）

使用酒精传感器，LCD液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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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驾驶室车门被打开后，酒精传感器自动开启。

（2）酒精传感器检测车主呼出气体中的酒精浓度并记录。

（3）若呼气酒精浓度超过 0.0091mg/100ml，测液晶屏显示“Do not drink and
drive!“并触发继电器。待酒精浓度小于 0.0050mg/100ml后解锁。

（4）若此车为公交车，运货车，打车 app合约车等有上级管理部门的公共

用车，系统自动通过北斗通讯系统上报上级以加强监督。

注：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
的规定，如果经吹气检测，并将呼气酒精含量按 1:2200的比例关系换算成血液

酒精含量后，血液酒精含量≧20mg/100ml，且＜80mg/100ml的，就属于饮酒后

驾车（即酒驾)；如果血液酒精含量≧80mg/100ml的，就属于醉酒后驾车（即醉

驾)。

功能二：提醒疲劳驾驶

使用计时器，蜂鸣器，LCD液晶屏。

（1）当发动机启动时开始计时。

（2）若发动机持续开启时长超过 4小时，或者当日累计时长超过 8小时，

蜂鸣器发出提醒，LCD液晶屏显示“Do not drive when tired!”。

功能三：检测振动情况

使用振动传感器，双色 LED。

（1）根据振动传感器测定当前路段的车身振幅。

（2）将振幅与设定最高车身承载振幅进行比较，设定三次判断过程，划定

四个震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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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振幅测定流程图

功能四：安全距离警报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震动传感器，雨滴传感器，七色 LED，
温度气压传感器，LCD显示屏，无源蜂鸣器。

（1）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测定汽车的瞬时速度。

（2）在模型中输入各种地面的实际摩擦系数。

（3）根据雨滴传感器测出是否下雨和雨势的大小。

（4）根据陀螺仪传感器测定倾斜角度。

（5）根据震动传感器测定震动区间。

（6）测量实际车外温度。

（7）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测定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8）若距离小于安全距离，七色 LED 亮灯，蜂鸣器警报，LCD 显示

“Warning ！”。

功能五：车辆自燃早期预警警报

使用温度气压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LCD 液晶屏、无源蜂鸣

器。

以下情况均视作可能自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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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度传感器温度异常，即发动机舱（或电池舱）内局部温度 140度以

上持续二十秒以上无人手动关闭；

（2）车内烟雾传感器报警二十秒且无人手动关闭；

（3）车内火焰传感器检测到明火。

以上三种情况符合其一后，车载系统自动报警，LED警告，LCD显示“Fire ！！”

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发送车辆所处位置通知车主，并联系消防部门进行安全排

查，车主可根据实际，情况手动关闭。

图 3-2 汽车自燃预警流程图

图 3-3 程序总流程图

3.2 安全距离实现原理

3.2.1 基础调查

μ的测定：

路面情况不同，受到的摩擦力也不同，路面的潮湿程度会影响到轿车收到的

摩擦力。除此之外，路面温度等路面状况的改变，都可能导致路面摩擦系数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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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变化。摩擦力取决于摩擦系数，据研究，不同路面的摩擦因数不同，受限于其

他不确定变量影响，本装置将通过路面潮湿度以及温度判断不同路面上相应情况

下的μ数值大小，对应计算汽车收到的摩擦力，根据算法最终判断是否在安全距

离以内。

借鉴的摩擦因数如下:

图 3-4 各种路况下的摩擦系数

图 3-5 摩擦系数随温度或水膜厚度变化趋势图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在温度变量中可以在常温（0℃-20℃）范围内，大致用

一次函数数学模型模拟摩擦因数改变量；在水膜厚度（下雨状况或其他路面湿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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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变量中，以 0.03mm为临界点，对＜0.03mm和≥0.03mm，赋予两个不同

常量的数值。

通过程序模型，在获取各种环境变量后，计算出平地上的基础摩擦因数参数

μ的数值。

3.2.2 程序框架

（1）判断路面状况，代入基础路面摩擦因数μ0；

（2）判断是否下雨，雨滴传感器：设 2个灵敏度不同的传感器 A、B（A的

灵敏度比 B低）没检测到雨滴返回 0，反之返回 1,。令 i=A返回值+B返回值。

若 i=0，则无雨；若 i=1，则小雨；若 i=2，则大雨。若 i=1：μ1=μ0*0.8；若 i=2：
μ1=μ0*0.7。

（3）测温，y=1.5x+70（x=温度，单位：℃），在此基础上μ2=μ1*y％；

（4）使用振动传感器检测振动情况：设 3个灵敏度不同的传感器 A、B（A
的灵敏度比 B低）没检测到振动返回 0，反之返回 1,。令 i=A返回值+B返回值。

若 i=0，则平坦；若 i=1，则路面不平整；i=2，路面存在较大坑洼，若 i=3，则路

面需维修，不适合车辆行驶。设定 4档振幅后，处于一档，不赋值；二档即 i=1，
μ3=μ2*0.95；三档即 i=2,μ3=μ2*0.85；四档即 i=3，报警反馈次路面不适合行驶，

靠边慢行（此数据通过等比例缩小模型获取）

（5）通过陀螺仪传感器测量倾角θ后，计算出最后的刹车最大加速度

a=μ3gcosθ-gsinθ（g=9.8N/kg）。

（6）计算出最大安全距离 S=v²/2a。

3.2.3 应用实现

（1）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测定汽车的瞬时速度。

（2）根据陀螺仪传感器测定倾斜角度，根据雨滴传感器测出是否下雨和雨

势的大小，湿度温度传感器测量湿度温度，震动传感器判断震动幅度区间。

（3）带入调查已得数据公式,测定安全距离。

（4）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测定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5）比较实际距离与安全距离，若距离小于安全距离七色 LED亮灯并蜂鸣

器发声，LCD文字提示“Warning！”。

3.2.4 安全距离评估

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获取此时车辆的速度。在程序所建立的模型中，代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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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所得的摩擦因数，计算出以当前速度在最大动力减速时所需要的最大安全距离，

模型中保守计算，认定前车速度立即减速为零（例如前车撞到阻碍物），并已考

虑驾驶员反应时间。通过超声波测距，比较此时与前车距离是否小于安全距离，

若并未达到安全距离，系统自动警告，提醒驾驶员控制车距（实际距离大于安全

距离后报警解除），达到自动安全评估。由于各车轮胎种类不同，可根据不同车

型调整基础轮胎与路面摩擦因数，改变系统中初始摩擦因数μ0，此系统已做一

般化处理。

4 实验与结果
4.1 d 设计图片（D Design 软件设计）

图 4-1 传感器安装盒 3D 设计图

4.2 实体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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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实体照片 1

图 4-3 实体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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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实体照片 3

4.3 总体结构

试验小车上安装北斗智能主机，以及多个模块的硬件：左侧安装有按钮、超

声波传感器；右侧内部安装三个震动传感器以及陀螺仪传感器；外部安装雨滴传

感器、七色 LED 以及蜂鸣器；在车辆背部安装酒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温度

气压传感器以及烟雾传感器；顶部安装 LCD显示屏。对部分灵敏度要求较高的

传感器进行保护处理。

4.4 实际应用

在实际车辆安装中，超声波传感器、雨滴传感器、一个温度气压传感器暴露

于车外监测外部环境；

按钮开关、LCD显示屏、LED灯、蜂鸣器安装在驾驶舱，对驾驶员起到警

示作用；

震动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安装在车内底盘位置，实时监测车辆姿态；

火焰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一个温度气压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舱（或新能源

车电池舱）内，对高危部位进行实时监控。

5 项目总结
5.1 创新点

（1）本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汽车的瞬时速度进行实时测定，并且

通过北斗通讯系统将车辆自燃危险情况反映于车主及消防部门，并且标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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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系统使因驾驶员驾车意识薄弱的问题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降

低，减少了路面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提升了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系数，改进当前仅仅依靠法定限速来保持行车安全的现状。在路况极差的陌生路

段，解决了驾驶员不适应路面的情况，帮助驾驶员在陌生路段，陌生环境下安全

行车，避免驾驶时与周边车辆发生事故。

（3）本系统对于驾驶员行车安全规范做出了制约，有利于培养驾驶员的行

车安全意识。在公共用车以及货车上对于驾驶员进行实时监测，避免驾驶员危险

驾驶。

5.2 总结与展望

在现代生活中，行车交通安全已经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问题，人们致力于打

造更安全的行车系统，以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现代化社会。本项目基于前沿的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立足于生活行车常见问题，提高了人们的行车安全系数。以车

载系统的形式，帮助和监督驾驶员安全行车以及平常的车辆安全管理。除此之外，

自动驾驶早已成为了当今关注度最高的几项科技之一，基于北斗的安全驾驶系统，

也将为自动驾驶注入新活力，从不同方面，提升车辆的智能化程度以及安全系数，

助力安全自动驾驶的研发完善。

图 5-1 未来自动驾驶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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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时空智能主机的“潮汐”桥梁安全智能监测系统

作者：宋禹泽、唐恺洛、邱子怡

指导教师：施卡祥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我们的交通也越来越便捷。然而，无论在

马路抑或是公路桥上，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我们针对桥梁上发生

的交通问题，设计了该智能桥梁安全监测系统，以改善桥梁的交通状况，有效降

低事故发生率。本系统由水面监测模块和桥面监测模块两部分组成，通过雨滴传

感器、烟雾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粗糙度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双色 LED、无源蜂鸣器、舵机、LCD 液晶屏等组件的配合使用，实现了以下几

项功能：水位高度的监测与预警，船只安全通过的甄别；桥面共振、烟雾浓度、

桥面冰雪覆盖的监测与预警，桥面交通状况的监测以及基于此的智能实时潮汐车

道。本系统的主要创新点有：

(1)实时潮汐车道的设计，运用北斗卫星的短报文通信、数据上传与下载、

信息发布、定位功能，织起一张桥面道路疏通的大网，为广大驾驶员便利出行提

供了有效的保障。

(2)对于大雾天气及雨雪天气造成的桥面交通不便的状况，该系统通过对路

面情况的监测并将状况及时上传并发布到第三方平台，为桥面安全通行提供了便

利和保障。

(3)在实时监测中，该系统有效避免了飞鸟、浪潮等偶然因素的影响，保证

了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

【关键词】北斗，潮汐车道，安全监测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raveling arou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nvenient for us. However, a variety of problems arise whether
on the roads or overpass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raffic problems with
bridges, we design this smart monitoring system of bridge safety,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traffic condition of the bridge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s
effectively. This system consists of water surface monitoring module and bridge deck
monitoring module. Its main functions includ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water
level, evaluating the safety of passing vessels,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resonance of bridge deck, smoke concentration, ice and snow cover of bridge deck,
monitoring of traffic condition on bridge deck and intelligent Implementation of
real-time tidal lane based on its automatic analysis. All these mentioned functions will
be well achieved with the combined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aindrop sensor, smoke sensor, vibration sensor, pressure sensor,
roughness sensor, ultrasonic sensor, double color LED, passive buzzer, servo and
LCD panel.The innovative features of this system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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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design of real time tidal lane; applying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Beidou satellite, uploading and downloading relevant data, releasing
in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function together weave a large network of bridge deck
and road dredging, ensuring the smooth traffic flow on the bridge deck.

(2) facilitating the traffic on the bridge deck; the system can monitor the road
condition and upload related information to the third party platform in time to cope
with potential inconvenience on the bridge deck caused by foggy, rainy and/or snowy
weather.

(3) the effectiveness of avoiding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al factors such as flying
birds and wav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real-time monitoring,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nitoring results are ensured.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tidal lane, safety monitoring

模型介绍：该智能“潮汐”桥梁安全监测系统主体由三台北斗时空智能主机

及分布在桥梁各处的传感器构成。北斗时空智能主机担任“大脑”的角色，与北

斗卫星时刻连接，对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上传与分析，并通过事先编

定的程序进行相应反应。传感器充当“眼睛”的角色，时刻对桥梁进行全方位的

监控，确保桥梁的安全。

1 水位高度的监测与预警

图 1 因河面水位上涨造成安全隐患的桥梁

1.1 背景：

由于降水导致的水面上涨会造成桥面与水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从而引发交通

安全隐患。因此，通过该装置实现水位的监测与预警。

1.2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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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实现实时水位监测

1.2.2实现水位高度预警

1.2.2.1若水位未达到阈值则不发出警报；

1.2.2.2若水位达到阈值，则上传警报至各平台，实现交通平台的管控。

1.3 具体实现：

1.3.1在桥台两个桥墩各安装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每隔 0.1秒接收一次数据，

将数据上传并保存至主机，从而实时测量桥面至水面的距离。

注：在实际应用中，为提高精度，可使用光学液位传感器。

（如 Cynergy 3 OLS500D3）代替超声波传感器，但价格过高。

1.3.2在桥墩上水位阈值处安装雨滴传感器实现水位高度的预警：

当雨滴传感器未检测到雨滴信号时，输出信号为否，反之则为真，将数据输

出时间间隔设置为 0.5秒。若所有传感器连续十次输出为真，则触发警报；反之

则不触发。

注：为避免雨雪天气对雨滴传感器的影响，可在雨滴传感器上方及四周安装

防雨设施。（如此便只有下方的河面可激发传感器）

1.3.3主机接收到警报信号后，通过主机将信息发送到交警及相关部门进行

信息发布，提高交通的通畅性，避免因为水面上涨而造成的交通瘫痪。

附：功能 1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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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只安全通过的甄别

图 2 因船只过高发生的桥梁碰撞事故

2.1 背景：

当因水面上涨或船只高度过高，造成船只无法完全安全通过桥底时，易造成

安全事故，因此需通过该装置进行船只能否安全通过的甄别。

2.2 功能：

判断船只是否能安全通过。

2.2.1若能安全通过，则无信号；

2.2.2若不能安全通过，则发出警报提醒，且船只离桥越近，警报发声频率

越高，以提醒船只不可通过。

2.3 具体实现：

2.3.1超声波传感器、双色 LED

2.3.2桥台下端的超声波传感器被激发后，每 0.1s接收超声波。

2.3.2.1若反射信号显示距离小于等于 1米，则说明船只未超高，继续监测；

2.3.2.2若反射信号显示距离大于 1米，则说明船只超高，激发 LED由绿变

红（默认状态为绿色）。

注：2.4.1考虑雨雪等不利天气因素会造成超声波传感器精度降低，在实际

应用中可使用毫米波传感器代替，如 Acconeer的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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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考虑飞鸟经过等特殊情况干扰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传感器连续 5 次

接受到信号即判断为“真”

附：功能 2流程图

3 桥面共振的监测与预警

图 3 因共振坍塌的塔科马海峡大桥

3.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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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一向是桥梁的一大杀手。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海峡大桥于 1940年 7
月 1日通车，却在四个月后 18m/s的低风速下颤振而破坏。事实上，该桥仅在启

用后的几个星期，桥面便开始出现摆动，平日里的微风便能让它“随风起舞”，

碰上大风天，桥面的摆动甚至可达 2米之多，该桥也因此被当地居民称为“舞动

的格蒂”。这正是共振引起的。通过此装置，以实现对桥梁共振的预警。

3.2 功能：

实现桥面共振的预警

3.2.1若共振频率和幅度未达到阈值，不发出警报；

3.2.2若共振频率和幅度达到阈值，发出警报，发布信息至第三方平台，进

行疏导等。

3.3 具体实现：

3.3.1振动传感器

3.3.2将振动传感器安装在桥面之下桥梁内部，每隔 0.01秒收集数据，从而

测出桥梁振动的频率，此时所得的频率及桥梁在有车辆经过时受迫振动的频率。

3.3.3若测得频率超过一定阈值，则通过无源蜂鸣器发出警报，同时发布信

息至第三方平台，通知交警部门等。

注：北斗卫星的定位：如果在空间中已知三点的位置，并且第四点到另外三

点的距离已知，即可推算出第四点的坐标，即三球交汇定位。在地球轨道上有足

够多的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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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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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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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功能 3流程图

4 车辆超载的抽查，桥面通畅度及车流量监测统计

以及基于此的智能实时潮汐车道

图 4 因车辆超载造成的桥面受损

4.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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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10日晚，由于车辆超载江苏无锡 312 国道一座高架桥发生侧

翻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高架桥侧翻，是桥不能承受超载货车的碾压；

而高架桥下，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相关部门对超载车辆的监管

刻不容缓。（参考资料：北京青年报 2019-10-12 09:38）

随着人均拥有汽车数的增加，交通拥堵问题成为城市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

该装置可达到疏浚交通的作用。

4.2 功能

4.2.1 监测车辆是否超载

在路面测量车辆的质量，以判断车辆是否超载。

4.2.1.1若超载，则关闭车辆从路面到桥面的拐点处的通道，让车辆调转方向，

不允上桥，待该超载车辆退出某一位点，再畅通通道；

4.2.1.2若不超载，不发出信号。

4.2.2 监测桥面交通畅达程度

4.2.2.1若监测到桥面交通通畅，则不采取措施；

4.2.2.2若监测到桥面交通拥堵，则更改潮汐车道通车方向，并采取相应措施。

4.2.2.2.1若单行道上车辆数大于另两道上车辆数的三分之二，则判断交通状

况较差，进行潮汐车道换向；

4.2.2.2.2若单行道上车辆数小于另两道上车辆数的三分之二，则判断交通状

况良好，无需进行潮汐车道换向；

4.2.2.2.3若有一车道 5 分钟之内没有车辆通过，则用 BDS 将定位发至交警

部门。

注：交通拥堵时可能是堵车或交通事故，但基于目前技术局限性，暂时无法

解决该问题，故不纳入考虑范围。

4.2.3 统计桥面车流量：

统计桥面经过车辆总数，并上传至有关交通检修部门，为道路维修保养提供

参考。

4.3 具体实现：

4.3.1传感器：4个压力传感器、4个超声波传感器（三车道情况下），双色

L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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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如图在②③⑥⑦点放置压力传感器。并在它的上面放一块又薄又窄的

木板。桥的两侧①④⑤⑧放置超声波传感器，且面对桥上的通道。

注 2：在 B、E各放置一个双色 LED灯。

若②比③先感知数据或⑥比⑦先感知数据，则 B亮绿灯，E亮红灯。

若③比②先感知数据或⑦比⑥先感知数据，则 B亮红灯，E亮绿灯。

4.3.2对于潮汐车道上的车辆

当车的前轮轧到木板时，记压力传感器示数为 F1；

当车的后轮轧到木板时，记压力传感器示数为 F2。

则车的质量为
F1 F2

g


。

将车的质量与桥的单车最高可载重量进行比较。

4.3.2.1若车的质量小于桥的单车最高可载重量，则不发出信号；

4.3.2.2若车的质量大于桥的单车最高可载重量，则将双色 LED 换成红色。

4.3.3启动所有压力传感器。

4.3.3.1若所有压力传感器数值小于 0.15N，说明无车辆通过，继续监测；

4.3.3.2建立两个变量 x（去）、y（来），以下只在压力传感器示数大于等于

0.15N时才可感知数据，只在超声波传感器显示距离在 0-5cm时感知数据。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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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数据，则 x加 0.5；当②比③先感知数据，则 x加 0.5；当③比②先感知数据，

则 y减 0.5；当①感知数据，则 y减 0.5。同理，当⑤感知数据，则 x减 0.5；当

⑥比⑦先感知数据，则 x减 0.5；当⑦比⑥先感知数据，则 y加 0.5；当⑧先感知

数据，则 y加 0.5.

4.3.3.2.1 当 B亮绿灯，E亮红灯。

4.3.3.2.1.1 当
2y x
3

 ，则 B亮红灯，E亮绿灯；

4.3.3.2.1.2 当
2y x
3

 ，则不发生变化。

4.3.3.2.2 当 B亮红灯，E亮绿灯。

4.3.3.2.2.1 当
2x y
3

 ，则 B亮绿灯，E亮红灯。

4.3.3.2.2.2 当
2x y
3

 ，则不发生变化。

4.3.3.3 若②比③先感知数据，⑥5分钟未感知数据，则说明发生拥堵或车祸

则说明桥面交通堵塞。通过北斗系统进行大桥的定位，交警部门发至交警部门。

4.3.4 建立变量 z，当②压力传感器数值大于 0.15N 或①④超声波传感器感

知数据，z 加 1。当 z 的数值大于 1000000 时，呼叫维修部门进行维修，并将 z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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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功能 4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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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应用于模型时受到压力传感器的接口限制，于是采取以下方案以实

现车流量的统计。

传感器：2个压力传感器、4个超声波传感器（三车道情况下），2个双色 LED。

如图在③④点放置压力传感器。桥的两侧①②⑤⑥放置超声波传感器，且面

对桥上的通道。在③、④两侧各放置一个双色 LED灯。

4.4.1当灯 1亮绿灯，灯 2亮红灯。

建立两个变量 x（去）、y（来），以下只在压力传感器示数大于等于 0.1N时

才可感知数据，只在超声波传感器显示距离在 0-5cm时感知数据。当①、③感知

数据，则 x加 0.5；当⑤感知数据，则 y减 0.5；当②、④感知数据，则 x减 0.5；
当⑥感知数据，则 y加 0.5。

4.4.2当灯 2亮绿灯，灯 1亮红灯。

建立两个变量 x（去）、y（来），以下只在压力传感器示数大于等于 0.1N时

才可感知数据，只在超声波传感器显示距离在 0-5cm时感知数据。当①、④感知

数据，则 x加 0.5；当⑤感知数据，则 y减 0.5；当②、③感知数据，则 x减 0.5；
当⑥感知数据，则 y加 0.5。

我们采取以上两种方案，是基于压力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的优劣对比，以

及对北斗技术的精确应用：

(1)压力传感器可以判断车辆是否超重，且外界影响较小，不会因为飞鸟等

障碍物而误读。

(2)但是压力传感器数据处理较慢且读数不精确，于是在桥两侧的车道都放

置超声波传感器。

(3)运用北斗定位技术，因桥而异，采取不同的维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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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烟雾浓度的监测与预警

图 5 雾霾天气的桥面

5.1 背景：

工业化的进程，钢筋水泥的都市，逐渐被雾霾所笼罩，而桥上植被稀疏，雾

易聚集，而导致车祸的发生。且看 2020年 11月 24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包

茂高速关庄沟大桥路段 40余辆车相撞（其中一辆为 34吨甲醇槽车），造成 10余
辆车起火。事故发生的原因正是因为团雾天气及长下坡桥梁结冰等引发。

5.2 功能：

为了监测烟雾浓度并警示车辆

5.2.1当烟雾浓度低，不发出信息；

5.2.2当烟雾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提醒司机减速慢行；

5.2.3当烟雾的浓度过高，将桥的位置定位发至上级，并采取封锁措施。

5.3 具体实现：

5.3.1传感器：1 个 MQ-2 烟雾传感器，无源蜂鸣器，双色 LED，LCD，舵

机

在桥的中间放置烟雾传感器，潮汐车道两端放置双色 LED，另两道入口处

放置无源蜂鸣器。

5.3.1.1当烟雾传感器监测的浓度均低于 1000ppa时，不发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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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当烟雾传感器监测的浓度持续 60秒大于 1000ppa时，LCD显示屏上

亮出文字“请司机减速慢行”；无源蜂鸣器发声以示警报；

5.3.1.3当烟雾传感器监测的浓度大于 5000ppa 时，用 BDS系统将定位发至

上级，并采取封锁措施——双色 LED灯换成红色，并弹出路障。并将导航线路

切断。

附：功能 5流程图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13

6 .桥面有无冰雪覆盖的甄别

图 6 桥面结冰致交通事故

注：鉴于主机接口数量有限等诸多原因，在此模型中无法实现此功能。

以下为设想的功能实现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可予以考虑。

6.1 功能：

为防止冰雪天气车辆打滑

6.1.1若检测到无冰雪覆盖，则不发出信号；

6.1.2若检测到有冰雪覆盖，则提醒司机减速慢行，并将定位发至上级，采

取封锁措施。同时呼叫警察除去通道上的雪。

6.2 具体实现

传感器：4个粗糙度传感器、LED模块。

在桥的桥头、桥尾处，分别在左、右两侧放置粗糙度传感器。

6.2.1当所有粗糙度传感器监测的结果均低于某一程度时，不发出信息；

6.2.2当其中一个粗糙传感器监测的结果大于此程度时，LED显示屏上亮出

文字“请司机减速慢行”，用 BDS系统将定位发至上级，并采取封锁措施——双

色 LED灯换成红色，弹出路障。并将导航线路切断。

注：6.3.1目前的仪器还不能给出表面粗糙度的定量结果，所以只能通过定

性的分析来进行初步的测量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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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实际操作中，也可通过雪量传感器的部署来达到与粗糙度传感器相同

的作用。

6.3.3粗糙度传感器工作流程示意图：

附：功能 6流程图

注 1：以上数据均基于模型；

注 2：模型中的护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考虑用绿化带改善空气质量；

注 3：在现实中，可以开发一个桥 APP，通过 BDS 短报文通信功能，实现

桥上信息在手机 APP上的公开，利于人们选择出行时间。并将该系统服务于北

斗导航系统，实现导航路线的更精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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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导航盲杖创新应用方案

作者：施小雨

指导教师：梁育虎、张伟

所在省市：云南省开远市

【摘要】众所周知，眼部疾病在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时代的

发展，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渐渐忽略了对眼睛的爱护，

越来越多的人有眼部问题，这也让大量的人认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本文就是

要借助北斗系统，在电子导盲杖的基础上利用北斗的导航和定位等功能，结合北

斗关爱平台和城乡盲道基础设施建设，对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隐患提出合理的应

用方案。首先，导航盲杖搭载的北斗系统和电子盲道的提示器必须保持联系，导

航盲杖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视障人士找到盲道，并在盲道上安全行进，发生意外

时及时报警，电源即将用完时带领视障人士寻找免费快速自主充电桩；提示器的

主要功能就是划定盲道的线路和范围，及时发现盲道上的障碍物并反馈给核心处

理终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理，保障视障人员的安全出行，同时可以节约城市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此方案提出的这些设想既可以

保障视障人士的安全出行，若辅之以大力宣传的话，应该也可以引导社会关注、

关心和尊重视障人士，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北斗系统；北斗关爱平台；导航盲杖；提示器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eye diseases are also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gradually ignored the care of the eye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eye problems, which also make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ir eyes. This paper is to use the

Beidou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lectronic guide stick, the use of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functions, combined with the Beidou

care platform and urban and rural blind roa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application scheme for the travel safety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First of all, the Beidou system carried by the

navigation blind stick must keep in touch with the reminder of the

electronic blind way.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navigation blind stick is

to guide the visually impaired to find the blind way and move safely on

the blind way. In case of an accident, it will give an alarm in time. When

the power supply is about to run out, it will lead the visually impaired

to find a free fast self charging pil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reminder

is to delimit the route and range of the blind way In addition, it can

save the cost of urban roa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se ideas put forward in this plan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 travel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but also gui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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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care for and respect the visually impaired,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Key words] Beidou system; Beidou care platform; navigation blind stick;

prompt

1.研究背景
1.1 导航盲杖应用背景

据《中国医药报》，全世界视力残疾者的总数为 1.6 亿左右，其中 5000 多万

为盲人，我国是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全国盲人的总数超过 1300 万，占全球

总数的 1/4，现在我国每年大约有 100 万人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半分钟就会增

加一名盲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盲人群体，传统导盲方式的弊端日益突显。除此之

外，有关导盲产品的国外市场也对此研究匮乏，相关市场几乎为空白；国内的导

盲市场是较为新型的市场。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评估，视障人士于导盲犬的理想比

例为 100:1，但是目前全国约 1731 万视障人士，导盲犬少之又少，且一只导盲

犬就要 12 万-15 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训练，使得部分普通家庭的视

障人士只能依赖于导盲杖。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导盲犬的接受度低，这使得盲人出

行也就更加不方便。

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段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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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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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星间链路运行管理设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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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在美国研制出GPS和俄国研制出GLONASS之后由自行研

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成为全球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国北斗卫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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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面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并且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区域定位、区域授时能力。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

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 10 纳米。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具有短报文通信功能，是全球首个在定位授时之外，集报文通信为一体的卫星

导航系统，这一点是其他三大卫星导航系统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核心优势。至 2003 年，我国的 4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已经成功发射，建

立北斗导航的第一代系统，实现了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范围内的定位、授时、

报文、GPS 广域差分功能。至 2012 年，中国已经建成由 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的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属于二代系统，实现了对亚太

大部分地区的覆盖及卫星导航服务。在 2020 年 7 月，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

实现全球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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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主要应用领域

1.3 北斗关爱平台

该平台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导，民政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支持，北斗

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和北斗国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据介绍，该平台针对儿童、老人、残障人士及其他需要关心和照顾的群体而

建立，集“监测-提醒-定位-报警-保护”于一体，利用智能穿戴物联网感知技术、

北斗移动互联多网融合技术，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及应用技术形成基于北斗

定位服务的软硬件、大数据综合解决方案。平台针对不同人群分成几个板块，包

括儿童关爱平台、老人关爱平台和其他人群关爱平台。平台的功能服务分为三个

层面，包括终端服务、平台服务和应用服务。本文尝试运用北斗关爱平台对视障

人士出行的安全提出相关方案，以期能为保护视障人士的安全出行，促进社会的

和谐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导航盲杖可以作为“北斗关爱平台”的一件“武器”，运用到对视障人士的

帮助上。

2.应用方案的创新点
本文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城市和乡村盲人出行的实际

情况，提出导航盲杖的应用方案，同时结合电子盲道。通过结合城市乡村盲道等

基础设施建设，为视障人士的出行提供安全保障，有效引导视障人士避开障碍，

当视障人士遇到危险时，及时发出救援警报，充分保障视障人员的出行安全，如

果能在全社会普及的话，将有更多的视障人员因此受益；在政府引导下大力宣传

后，应该也能在社会形成关爱、尊重视障人士的风气，为美丽中国增加一抹亮丽

的人文关怀。

3.应用方案的设计
3.1 方案的设计思路

此方案的总体思想是基于电子导盲杖的基础上，将北斗芯片置于导航盲杖中，

远在异地的家长子女或广大社会志愿者可以通过手机 APP 登录北斗关爱平台对

视障人士进行定位监测，及时通讯。同时，借助北斗关爱平台提供的安全防护预

警，应急公益救助，健康监测，医疗援助等服务给视障人士在安全上带来一些数

据上的帮助，使无障碍环境建设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精准化。据北斗导航系统

的定位获取用户的实时精确位置信息，利用手机 SIM 卡登录移动互联网，后台服

务器数据库通过 GPRS 数据传输功能捕获位置信息，实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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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互联，然后利用百度地图 API 技术显示在手机服务器的地图页面上实时监测用

户位置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和跟踪等功能结

合百度 API 技术就可以记录用户的行动轨迹，家人和广大志愿者也可以通过回放

视障人士的行动轨迹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在位置。

图 2 终端功能展示

3.2 方案设计

导航盲杖的材料选取：手柄部分采用盲文控制按键，手柄后段设置可充电插

座，杖柄部分可以通过套上柔软的塑胶膜，以增加用户使用的防滑触感，杖体部

分应具有可调节性使用起来必须轻便舒适，可采用轻薄铝合金为材料，也可采用

碳素纤维为主要材料杖体的长度可进行调节，以便符合用户对导盲杖长度的不同

要求，转向轮在导盲杖中起到支撑作用，在杖体底部设置转向轮，轮子的转动应

该灵活，耐磨，防滑，转向轮可以用橡胶作为材料，为考虑到夜晚出行时的不便，

可以在杖体的中上部添加 LED 灯。产品的质量为 300 克左右。为防止导航盲杖丢

失，还可以增加一段“安全绳”，把它绑在视障人士的手腕上，即便是遇到突发

意外，视障人士也能第一时间找回导航盲杖，第一时间发送出寻求帮助的信号。

其次，在城市和乡村的主要人行道上，可以建设“电子盲道”，在盲道中间

安装能和导航盲杖配对且连接的提示器，在视障人士还没找到盲道前，导航盲杖

运用定位导航功能，发出语音提示，告知并带领视障人士走上盲道，当走上盲道

后，提示器感应到导航盲杖后，就会根据导航盲杖探测的实时位置，精确地把盲

道范围反馈给导航盲杖，当盲杖探测的范围超出盲道时，提示器把信号传输给导

航盲杖，导航盲杖处理后发出指令，告知视障人士如何调整行进路线。当电子盲

道上有障碍物时，提示器既可以把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核心处理器，工作人

员可以第一时间移开障碍物，同时也能向导航盲杖发出提示信号，以便及时调整

行进路线。这样的话，城市人行道就不用专门设置盲道，只需在人行道上安装一

些“提示器”。乡村道路也可以增加安装提示器，就可以有效解决农村视障人士

出行难的问题。

3.3 方案优势与不足

此方案有效减少视障人士外出时存在的安全隐患，为视障人士的生活提供保

障。产品所需材料少，操作方法简便，充分的体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于跟

踪一体化使其具有更大的价值意义，更好地服务视障人士。同时为城市和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但这个方案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当导航盲杖的电源不足时，视障人士要怎

么办？还有道路提示器要搭载哪些设备才能实现定位盲道范围、感应盲道上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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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物、实时报警等功能？亦或是视障人士同时具有听力障碍，导航盲杖应该如何

改进，才能人同时又视障和听力障碍的认识安全出行？

针对这些问题，有一些设想可以参考一下。

3.4 副方案

副方案一：这对导航盲杖可能存在的电源不足这个问题，可以在人行道旁设

置免费自助充电桩，充电桩搭载北斗系统的定位导航功能，和导航盲杖上的定位

导航功能可以实现连接，当电源即将用完时，发出语音提示，告知视障人士电源

不足，并给出前往最近的充电桩的行进路线方案，指导视障人士前往。同时，充

电桩必须要满足快速充电这个需求，以免视障人士在充电过程中发生意外。

副方案二：针对提示器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采用红外线

激光定位，盲道上的提示器间互相发射红外线确定盲道位置，红外线左右各 50

厘米或更宽的范围就是电子盲道的宽度，在电子盲道的宽度范围内实时监测；第

二，当电子盲道上有障碍物时，提示器之间的红外线就会被阻挡，提示器之间收

不到批次的红外线信号，就可以向核心处理终端报警，以便及时排除障碍；第三，

提示器的电源可以和路灯电源连接，路灯上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为提示器源源

不断地提供电源，因为提示器安装在人行道上必须和道路一样平整，安装太阳能

发电装置的话会被行道树遮挡或被人为踩踏而破坏。

副方案三：针对同时具有视障和听力障碍的人士，可以将导航盲杖的语音提

示换成不同部位的震动模式，比如在导航盲杖手柄上安装前后左右四个提示键，

提示键的震动幅度不同，就代表要向“前、后、左、右”不同的方向前进。

4.前景展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中国也将在北斗的引领下

走向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中心。中国航天科技见证着“0”的突破，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领航世界之巅的巨大跨步，让中国奇迹镌刻在浩瀚苍

穹中。作为青少年，我们都有仰望星空的能力，我们则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必当不负前辈心血，在为中国航天科

技的这条路上，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陈际.我国每半分钟增加一名盲人[M].湖南安全与防灾，2006（08）：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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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预防森林火灾机器人

作者：柳卓昀、曹岚倩、虞景柯、李子昂

指导教师：纪承瑜、李铭恩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树需要十年才长成，而只一

场森林大火就可毁掉成百上千公顷森林，在灭火时也时常会造成人员伤亡。自

2019年凉山大火后，我们便更加注意森林火灾的发生及人员伤亡，而令人印象

最深的应该还是那烧了大半年的澳大利亚山火，对全世界环境都造成了不可磨灭

的损失。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大型森林火灾的发生呢？对此，以下该机器人便是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解决。该机器人利用履带式轮子方便再崎岖的森林中行走，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在森林各处沿规划路线游走，每个机器人的传感器可覆盖一

定的范围，减小发生火灾的可能性。机器人利用热能传感器感受该地温度是否正

常，经过计算得出是否有发生火灾的可能，其内部有一个小型储藏处装有降温物，

当检测到某地温度过高时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降温，预防火灾发生。当真实发生火

灾时，它可以用火焰传感器进行及时的准确判断，并利用北斗系统进行信息传输，

对有关部门发出警报，并在消防员赶来前对火灾地进行降温，防止火势蔓延过大。

【关键字】：北斗系统，火焰传感器，森林火灾预防，自动报警

【Abstract】 Since the Liangshan Fire in 2019,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rest
fires and casualties, the most impressive should be the Australian bush fire that burned
for half a year, the world's environment has an indelible loss. So how can we prevent
large forest fires? In this regard, the following robot is a certain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The robot uses crawler wheels to walk easily in the rugged forest, and uses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o walk along the planned route throughout the forest.
The sensors of each robot can cover a certain range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fire.
The robot uses thermal sensors to feel whether the temperature is normal or not and
calculates whethe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fire. There is a small storage place inside
the robot with cooling materials.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detected to be too high, it
can effectively cool down and prevent fire. When there is a real fire, it can use light
and heat sensors to make timely and accurate judgment, and use the Beidou system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alar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cool down the fire site
before the firemen arrive to prevent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too much.

【 Key words 】 Beidou system, flame sensor,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utomatic alarm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并且全世界每年平均发

生森林火灾 20多万次，烧毁森林面积约占全世界森林总面积的 1‰以上，中国

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约 1万多次，烧毁森林几十万至上百万公顷，正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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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森林火灾发生未得到有效控制，火势便会瞬间扩大，烧毁无数树木。

为预防高强度的大火，该机器人可对森林进行实时监控，尽可能的预防自然

火灾发生或扩散，当温度超出一定范围后，可小范围的进行降温处理，若光强度

与温度同时超出设置情况，可通过北斗系统对电脑端发射警报信号，并且小范围

预防火势蔓延，弥补森林深处的火势不大时无人注意到，以致火势真正无法控制

后，造成的巨大损失，尽力减少类似凉山及澳大利亚山火的发生。

图 1 森林火灾图片

2 设计方案

2.1 主要功能概述

基于北斗系统的预防森林火灾机器人，借助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火焰

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及摄像头完成森林山火的、监测与警报功能。系统包含多个

动态机器人及一个主控台（位于护林员工作端），经多个动态机器人同时游走，

每个机器人大概负责面积为一亩到十亩不等的正六边形地区（具体情况按实际森

林面积决定），路线覆盖全森林，防止有地方温度过高湿度过低导致有发生火灾

的风险，利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监控温度湿度变化，将动态机器人与森林防

护员工作端链接，当机器人发现该地温度过高且湿度过低时，先由机器人对其进

行降温加湿，降到正常温度后，由该机器人向所有会经过此地的机器人发送信号，

关注此地温湿度，若超过正常温度 3次以上，向工作端发送信号，并发送该地周

围的三 D图像方便工作人员寻找导致温度过高的原因。

若真实发生火灾，根据北斗信息传输，向工作端发出警报并发送画面，调集

多个机器人，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并根据画面简单分析火灾发生原因，方

便消防员赶到后直接进行灭火。先等待消防员的到来尽力将一切大型森林火灾扼

杀在萌芽中。

此外，还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对机器人路径进行规划，及对其所处地方进行实

时定位，方便工作端对机器人位置获取，机器人根据超声波传感器对路线进行实

施灵活调整，防止机器人撞入树枝或撞上树，导致机器人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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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器人内部物体

2.2 系统整体设计方案

图 3 工作方案

芯片

采用 AM680芯片，如下图，该芯片是针对视觉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而推出

的一款高性能和高集成度的 SOC,内建 32bit CPU，DSP核，视觉导航运算、地图、

导航、传感器运算硬件加速器，以处理复杂场景运算，提高运算速度和降低运算

功耗。集成片内高速 SRAM、DDR。成熟稳定的算法库及 SDK 方便方案开发,
实现更准确的定位和地图构建。利用该芯片，加快单片机的计算速度，实现更精

准的路线规划，方便机器人在森林中长时间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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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M680 芯片

工作端

设计专门的程序，将机器人与工作端相连，只要有发生火灾的可能和真正发

生火灾的情况，程序都会发出警报，程序进行过专门的设计，只要有程序的后台

开着，收到信息会产生信号提醒，但只要收到警报，就会发出刺耳的警报声，这

个警报声只有在工作人员拿着下载过程序的手机向警报发出地出发时，才可以进

行关闭。该手机连接北斗导航系统，可规划到事故发生地的最近且较安全的路程，

也可时刻收到机器人拍摄的图片，根据手机的所在地，感受手机使用者进入森林

后，会通过解除警报的请求。

在工作端，都会有经过单片机计算得到的整个森林的起火可能性图像，如下

图所示，对火灾高发区做出一定标记，方便护林员在雷暴等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

天气下，对不同的地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监控，做到预防火灾。

图 5 概念图

单片机

利用单片机进行算数和逻辑计算，在该地温湿度超标时，根据周围环境的可

燃物量及温湿度的数据，计算该地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大小，当发生火灾的可能性

超过 75%时，向工作端发出警报，由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还可利用单片机利用专门的传感器传输的有关数据计算机器人的损坏程度，

当机器人损坏程度过高时，向工作端发出更换外壳的信号，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机

器人损耗。

机器人利用单片机承载所有的编程程序，在各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异常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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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片机程序发出信号及警报。

该机器人采用 PIC18F 系列单片机，使用 USART、SPI、I²C、CAN和 USB
通讯接口，有高达 12 MIPS的执行速度和 H/W乘数，一个或多个 ECCP模块，8
位或 10位 ADC，最多有 3个内部比较器，电机控制 PWM模块，最多 8个输出，

有利于该机器人的工作。下图便为该单片机。

图 6 PIC18F系列单片机主体

湿度传感器

现已知极大多数情况下，相对湿度大于 75％时不大会发生火灾，55~75％时

可能发生森林火灾，小于 55％时就可能发生大火灾，而在 10~30％时，极易发生

特大火灾。系统设置标准湿度为 40%和 15%，当湿度低于 40%且温度高于 35摄
氏度时，开启加湿，向工作端发送信号，若温度低于 35摄氏度，则加强对此地

的关注；当湿度低于 15%但温度低于 35摄氏度时，则直接加湿，并发送信号；

若湿度低于 15%，且温度高于 35摄氏度时，直接降温加湿，并向工作端发送警

报。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与湿度传感器配合工作，先由湿度传感器检测湿度情况，再检测

温度。系统设置标准温度为 35摄氏度和 60摄氏度两个档次，当温度高于 60摄
氏度时，直接开始进行降温，并做好经纬度标记，加强对此地的温湿度关注，并

向工作端发出警报；当温度高于 35摄氏度时，配合湿度情况检测，确定是否要

做出措施，并加强温度监控。（具体流程图见下）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27

图 7传感器工作流程图

火焰传感器

机器人利用火焰传感器来确定当地温度过高后是否真正发生火灾，根据周围

光照强度，利用特质的红外线接收管监测火焰，把火焰亮度转化为高低变换的电

频信号，从而感受火焰的产生，并拍摄照片，将图片及机器人所处经纬度传向工

作端，并向工作端发送火灾警笛，在火灾发生处由机器人简单控制火焰，等待救

火人员到达。

烟雾传感器

机器人利用烟雾传感器与火焰传感器配合，确定当地是否发生火灾及当地发

生火灾的情况，防止产生误判。

超声波传感器

机器人利用超声波传感器确定自身先走路线及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智能选

择较平稳的路方便机器人行走，并可以及时作出小范围的角度调整防止自身撞上

树。

摄像机

利用诺基亚 360度全景摄像头，方便对各个角度进行多方位拍摄，形成 3d
图片，利于工作人员对当地实地情况及时作出解决方案，如下图，该全景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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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盲点监测覆盖面积 400左右平方米 ，OZO装备了多达 8个同步摄像头以及

8个麦克风，可拍摄立体三维视频、音频，让工作人员获得最真实的现场图片，

做出应对方案。

图 8 360 度全景摄像头

注：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可统一使用北斗的温湿度传感器

3 主要作品图及介绍

图 9 火焰传感器电路图

图 10 烟雾传感器电路图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29

图 11 温度传感器电路图

图 12 超声波传感器电路图

图 13 机器人主体

图 14 机器人发出降温物的可伸缩发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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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机器人利用金属及陶瓷双层外壳，金属外壳对内部的芯片形成了一个静电屏

蔽体系，使得手机不被外界静电击穿，从而不会因静电烧毁芯片，对机体内部的

线路进行保护，利用主要成分是氧化锆的人造陶瓷材料，可以耐高温，预防有火

灾发生时温度过高导致机器人损坏，机器人机体内部一半为各类传感器及芯片组

成的综合电路，另一半为化学试剂及水的储存地点。

喷射装置

发射头采用可伸缩的设置，在正常情况下会缩到最短，当发现温度异常时，

开始伸出，对规定地点进行降温。

履带设计

机器人采用形状可变的履带，当两条履带的速度相同时，机器人实现前进或

后退移动；当两条履带的速度不同时，机器人实现转向运动。当主臂杆绕履带架

上的轴旋转时，带动行星轮转动，从而实现履带的不同构形，以适应不同的运动

和森林环境，方便在森林中快速运动。

图 15 机器人运动方式

如图 14所示为变形履带传动机构示意图。主电动机带动驱动轮运动，使履

带转动。主臂电动机通过与电动机同轴的小齿轮与齿轮 1啮合，一方面带动主臂

杆转动；另一方面通过齿轮 2、齿轮 3和齿轮 4的啮合，带动链轮旋转；链轮通

过链条进一步使安装行星轮的曲柄回转。因为齿轮 1和 4，齿轮 2和 3的齿数分

别相同，因此齿轮 1和齿轮 4的转速一致，而方向相反。加上链条两端的链轮齿

数相等，使得主臂电动机工作时，主臂杆转过的角度与曲柄的绝对转角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据图 15观察，可得出下式，为行星轮 P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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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行星轮剖面图

路线规划

机器人路线规划改编自六边形城市规划理论，如下图，每个机器人负责一块

六边形地区，不会造成机器人的路线重合，预防了有地区会被忽略，六边形的设

计，围合面积与周长的比值较大，且满足弥合性原则——即能够在同一单元的基

础上无限延伸而不留空隙，从而更适合森林的全方位巡逻。同时，当一地发生火

灾时，也可有多个机器人同时赶到，控制火势蔓延。

图 17 机器人路线规划

4 研究意义、设计特色及创新点

1、有效监测森林火情，提高火灾预防精确度，竟可能控制火源扩散，消灭

火源。

3、保护地球森林资源，减少应火灾而引起的大气污染。

3、降低林业部门森林火灾监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成本。

4、有效监测森林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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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自然经济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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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温度传感器、火焰传感器、烟雾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可快速 获

取火灾所在准确位置以及火情信息；

7、利用北斗定位模块可以实时获取火情发生地点定位信息，地点可以随时

确定，路线也可随时更换；

8、稳定性强，可靠性高，经济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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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基于北斗/RFID 的

必需品“一站式”无接触供应系统研究

作者：薛清文

指导教师：常兴国

所在省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摘要】：随着抗击新冠战斗的逐步胜利，为了更好地保护抗疫成果，必需

品线上供应系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然而，现有的网购平台末端配送大多依

赖于配送员人工配送，配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与人的相互接触。因此，在

“后疫情”时代，为了进一步减少人与人间不必要的接触，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北斗/RFID的必需品“一站式”无接触供应系统。首先，系统采用搭载有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配送车完成市内道路配送；之后，采用搭载有 GNSS/RFID 区域组

合定位系统的中小型无人运输车，通过读取商品 RFID标签中实现写入的详细收

货地址，完成一般居民小区内对指定楼宇的定位、导航，从而解决因人口密集、

高楼林立带来的“城市峡谷”效应对区域精确定位的不良影响；最后，讨论了包

括电梯系统和传送带系统的基于 RFID 标签信息的小型无人驿站，从而实现一般

居民小区楼宇内对指定房间的定位，进而实现从商品选购到验货签收全过程无接

触供应。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NSS/RFID 区域定位系统；无接触供应

【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victory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2019-ncov, the
online supply system of necessities has been used by increasingly more people in
order to get much more better achievements of anti-epidemic.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prevalent online supply system of necessities rely on manu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one-stop contactless online supply system of
necessities based on Beidou / RFID navigation system to further decrease unnecessary
contact between people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First of all, the system uses the
distribution vehicle equipped with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o complete
urban road distribution. Then, it uses the small-sized of medium-sized unmanned
transport vehicle equipped with BDS/RFID region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complete
th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of the designated buildings in the general residential
area by reading the detailed receiving address written in the RFID tags of goods,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nse population and high-rise building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mall-scale unmanned post station, including elevator system and
conveyor belt system, based on RFID tag information, so as to accomplis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tactless supply from commodity purchase to inspection and receipt.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FID Regional
Positioning System, Contactless Supply

1 项目背景及意义
1.1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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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席卷整个地球，给人类社会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随着全球抗疫“战斗”的逐步胜利，为了更好地保护抗

疫成果，尤其是步入秋冬季节以来，国内个别地区出现零星新增确诊病例，各地

的防疫政策也都再次着重强调尽可能减少人员间的接触，因此，在“后疫情”时

代，“一站式”必需品供应系统得到越来越多地青睐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基于网购平台的“一站式”购物系统逐渐走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然而，现有的“一站式”必需品供应系统几乎均采用人工配送的

方式完成商品“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走街串巷，事实上仍

然造成了中等规模的人与人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且，部分居民小区采用将必需

品统一放置于小区快递柜或快递驿站的方式，以减少配送员进入小区与居民直接

接触的频率，但由于大部分人上下班时间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内，且快递柜区域或

快递驿站自身面积较小，在一狭小空间内常常挤满了寻找商品的居民，仍然形成

了小区内居民短时间的聚集。因此，“一站式”无接触必需品供应系统在“后疫

情”时代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1.2 项目意义

针对前述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北斗/RFID 的必需品“一站式”无接触供应系

统并对其进行研究。所谓“一站式”购物，是通过互联网在某一平台一次性完成

一系列同类或关联物品的采购；所谓“无接触”配送，是通过 GNSS 系统或

GNSS/INS、GNSS/RFID、GNSS/BLE 等组合导航与定位系统在完成城市市内道

路运输的基础上，利用无人机、无人配送车等设备完成商品“最后一公里”配送，

让顾客无需前往线下实体店铺而仅在家中就能实现生活必需品的选购，进而在商

品供销的各个环节中减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接触，最终实现全面阻断

病毒人际传播的目的。

本文针对城市“一站式”无接触供应系统理货和配送环节的具体要求，根据

城市道路和居民小区的不同特点，设计了搭载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配送车、搭

载有 BDS/RFID组合区域定位系统的无人运输车和基于 RFID标签信息的小型无

人驿站相结合的供应系统。首先，考虑到城市交通状况的复杂性，配送车仍采用

有人驾驶的方式完成市内道路运输；其次，考虑到一般居民小区住户数和生活必

需品的特点，小区内无人配送环节采用了载重量更大的中小型无人运输车；最后，

为了解决小区内快递驿站仍会造成居民短时间的聚集现象，提出了一种包含电梯

系统和传送带系统的无人驿站。

基于北斗/RFID的必需品“一站式”无接触供应系统的主要意义在于将北斗

导航运用到一般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中，尽可能降低目前人工配送“最后一公

里”可能造成中等规模人与人直接或间接接触给疫情防控带来的潜在不良影响，

使得城市居民日常必需品供应更为便捷、安全、高效。

2 定位与导航系统
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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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北斗系统综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是中国自行研

制，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性能比肩欧美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就此建成

并全面投入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精度和功能上比现如今广泛使用的 GPS
有不小地提升，在大众服务领域发展前景广阔，尤其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应用北

斗终端可以实现车、人、货信息的实时调度。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30颗卫星组成，构成了包括地球静止轨道、

中高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在内的三轨道混合星座，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

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并具有短报

文通信能力。

2.1.2 卫星导航原理

由于确定地球表面一点的具体位置需要求得三个方向的坐标值，故卫星导航

系统的基础是三角测量，三角测量法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三角测量法示意图

因为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测量时对卫星的观测中，可以得到卫星到待测

点的距离，利用三维坐标中的距离公式和三颗卫星的位置坐标，能够组成三元二

次方程组并求解出待测点的位置，如式 1所示，式中：

（xi，yi，zi）——第 i颗卫星的坐标；

Ri——待测点到第 i颗卫星的距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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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虑到观测点和卫星接收机之间的时钟差，式 1应当修正为如式 2所
示的形式，式中：

t0i——第 i颗卫星的时间；

c——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t——待测点临近接收机时间。

（2）

由于式 2为四元二次方程组，故为求解出待测点的位置，应当至少采集待测

点与四颗卫星间的距离信息来进行位置坐标的求解，如式 3所示。待测点接收卫

星信息示意图如图 2所示。

（3）

图 2 待测点接收卫星信息示意图

2.2 RFID 区域定位系统

2.2.1 RFID 技术综述

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是一种阅读器与标签

之间进行非接触通信的目标定位、识别技术，其通讯距离一般在几米到百余米之

间。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尤其在楼宇众多的居民小区里，由于“城市

峡谷”效应的存在，难以仅凭卫星定位技术完成定位、导航的任务。同时，RFID
标签中可以存储一定的信息，识读器通过对读取到的商品标签信息进行处理，亦

可实现对商品进行实时定位和追踪。

基于 RFID 的区域定位系统需要预先在固定场所建立起 RFID 传感网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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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一般居民小区内楼宇分布及道路情况保持数十年不发生改变的特点，

非常适合搭建 RFID传感网络。

2.2.2 RFID 区域定位原理

基于 RFID 的区域定位技术主要是通过对预先设置好的 RFID 阅读器读取到

的标签信号强度（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RSSI）进行进一步的计算，

获得标签与多个阅读器间的距离，进而求得标签所处的实时位置，如式 4所示，

式中：

（xj，yj，zj）——区域内第 j个 RFID 阅读器的位置坐标；

Dj——计算得到待测物体到第 j个 RFID阅读器的距离。

（4）

图 3所示为 RFID区域定位系统示意图。

图 3 RFID 区域定位系统示意图

2.3 BDS/RFID 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

2.3.1 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模型

根据城市道路和居民小区的不同特点，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RFID区域

定位系统各自的优缺点，设计北斗/RFID组合定位导航系统结构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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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结构示意图

系统包括北斗定位模块、GSM 通信模块、嵌入式数据处理模块和 RFID 无

源电子标签。定位终端通过嵌入式数据处理模块实现对北斗定位通信模块、GSM
通信模块的数据处理和控制，其中，北斗模块与北斗卫星实现数据交互，实时定

位信息由北斗芯片接收，并由 GSM模块发送至服务器端进行进一步处理；商品

上粘贴的 RFID 电子标签信息与小区内预先搭建的 RFID 阅读器网络实现数据交

互，数据直接由读写器发送至服务器进行进一步处理。

2.3.2 RFID 标签信息

根据系统的要求，RFID标签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1、商品内容；

2、收件人联系方式；

3、收货地址（小区）；

4、收货地址（楼宇号）；

5、收货地址（单元号）；

6、收货地址（楼层号）。

2.3.3 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工作流程

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

1、当配送员驾驶配送车行驶在市区道路时，仅使用组合定位与导航系统中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市区道路的导航。当行驶至事先在系统中预设好的配送

地点 A 小区时，服务器端发送提示信息给配送员，配送员将所有收货地址为 A
小区的商品放在无人运输车上；

2、在无人运输车进入小区时，预先安装在居民小区门口的 RFID 阅读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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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 RFID标签信息，将预先测绘好的本小区地图同步至无人运输车；

3、无人运输车按一定的路径在小区楼宇间穿行，当预先安装在居民楼上的

RFID 阅读器读取到收货地址为本楼宇内住户的 RFID 标签信息时，阅读器将停

车、卸货指令通过服务器发送到无人运输车。此时，无人运输车使用车载 RFID
标签阅读器逐一识读标签信息，并将车上所有收货地址为该楼宇内住户的商品卸

放至该楼宇的快递驿站处；

4、当无人运输车上所有商品均卸货完成，返回居民小区门口，由配送员将

其回收。

3 小型无人驿站

为了达到将商品细分并自动配送至指定房间，以减少人与人直接或间接接触，

从而真正实现完全的“无接触”配送，我们在每栋居民楼下建设一个小型无人驿

站。当无人运输车接收到预先安装在楼宇B上的RFID阅读器发出的卸货指令时，

驿站自动开启，用于接收无人运输车装载的收货地址为本楼宇内住户的商品。

本小型无人驿站由商品管理系统、电梯系统和横向传送带系统构成。假定楼

宇 B为 m单元的 n层居民楼，每单元每层有东、西两户。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尽可能降低小型无人驿站的建设成本，我们在地面铺设横向传送带系统，并

在每个单元东、西两户设置电梯升降系统。

小型无人驿站的工作流程如下：

1、当无人运输车接收到预先安装在楼宇 B上的 RFID 阅读器发出的卸货指

令时，驿站自动开启，用于接收无人运输车装载的收货地址为本楼宇内住户的商

品，无人运输车将车上所有收货地址为楼宇 B内住户的商品卸放至一楼的横向

传送带上；

2、假定商品在横向传送带上自西向东传送，当检测到商品 P到达收货地址

所在单元号 U时，电梯系统控制机械抓手将该商品抓起，并将其放于与收货地

址所在楼层 F对应的卡槽中；

3、当横向传送带上全部商品均妥善放置于升降系统中后，启动升降系统，

并将信息发送至服务器端通知收件人取件；

4、当升降系统从地面升至第 n层时，若仍有未被取出的商品，则统一运送

至设置在一楼的无人快递柜或快递驿站，并再次发送取件信息至收件人，提示其

尽早将商品取出。

4 创新点

本供应系统的创新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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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RFID 区域定位系统相结合，并将其应用于生活

必需品供应和配送环节。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准确的收货地点和市

内道路导航，并通过 RFID 区域定位系统，完成小区内商品的无人运输，从而实

现生活必需品“一站式”选购和全过程“无接触”配送；

2、通过建设小型无人驿站，实现将商品自动配送至指定房间，从而在减少

人员接触的同时提高配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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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生态监测系统

作 者：杨宇航

所在省市：四川省成都市

【摘要】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应该加快生态文明体质改革，建设美丽新中

国。但是我国的环境问题较为严重，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在党和国家都在

号召保护环境的情况下，但是人力和物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又随着科技的发展。

需要一款能够对环境问题进行监测的系统。本文所设计的系统由地面工作端，空

中工作端，指挥端组成。地面工作端可以对其所在水域的水的好坏情况以及农田

的进行判断并发送给指挥端，其具备智能化的功能。空中工作端可以检查一些水

域中是否纯在大量的垃圾或其他的污染物。北斗定位系统负责对地面工作端和空

中工作端的实时位置进行报告，以及传输水污染数据和指挥端的命令。指挥端可

以将空中工作端和地面工作端的数据进行汇总，结合之前的数据给出一个污染指

数的报告，再由工作人员进行制定针对性的环境保护的计划。这样可以极大的节

省人力和物力资源，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该系统还可以通过

APP对农田进行监测，让农民对自己的农田水质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对症

下药，这样也可以加大流向市场的农产品的安全性。该系统通过多重工作端的联

合工作，从而实现了少数人监管大多数地区的能力，极大的减少了人力物力成本，

也对达到了对环境进行监测的目的，可谓是事半功倍。

【关键词】环境监测、智能化、多用途

【Abstract】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we should speed up the refo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 a
beautiful new China. But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more serious, has
reached the point of burning eyebrows. In the case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re
calling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the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need a system
that can monit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paper consists
of ground working end, air working end and command end. The ground working end
can judge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water area and the farmland and send it to the
command end, which has intelligent function. Air working terminal can check
whether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garbage or other pollutants in some waters.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is responsible for reporting the real-time position of the ground
working end and the air working end, and transmitting the water pollution data and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 end. The command terminal can summarize the data of
air and ground working terminals, give a report of pollution index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data, and then the staff can make a targe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This can greatly save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more time and energy on other
things. The system can also monitor the farmland through app, so that farmers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farmland water quality and apply the right
medicine to the case, which can also increase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lowing to the market. Through the joint work of multiple working ends,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ability of a few people to supervise most areas, greatly reduces the cost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also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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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which can be said to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Key words】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telligence,multipurpose

1 设计背景
1.1 背景

1978年，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两只猫理论中，我国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在 40多年来实现了飞一般的进展。但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当前国家将

生态建设列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加快生态文明

体质改革，建设美丽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演讲中提出了关

于生态建设的几点要求：（一）推进绿色发展。（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三）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四）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主

要有以下 9点：1.水土流失严重。2.沙漠化迅速发展。3.草原退化加剧。4.森林资

源锐减。5.生物物种加速灭绝。6.地下水位下降。7.水体污染明显加重。8.大气污

染严重。9.环境污染向农村绵延。依照以上问题，我针对其最重要的方面：水体

污染明显加重。展开了研究。并设计了该款产品。

1.2 案例

1.2.1 水体污染

2015 年 6 月 17，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的香隅镇地处长江南岸，镇里数千亩

农田也变成了荒地。只因化工园违规排污污染灌溉水源，这些水中含有大量有毒

物。其中苯的含量是 13.7，超标 136 倍。污水进入通河之后，在合阜村与另一

条河流汇合，再辗转三四公里，最终会流入长江。

图 1千亩农田变荒地

2 功能和作用

依照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要求和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设计了这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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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环境监测的产品。

该款产品可以对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进行整治，对环境问题一般的地区进行

进一步整治和监测,对环境问题良好的地区进行监测。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人

力，同时更加准确和迅速的检测出某一地区的时事生态状况，进行进一步的整治。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大范围的进行布设监测，可以有效的降低人力和物力

成本。使其具有实用性，普及型，可靠性的特点。

该产品不仅可以用于河道，湖泊，海洋等水域的水质检测，还可以用于农田

的水质检测，实现其多样化的特点。

该款产品可以有效的监测农田的水质污染。并将所读取到的数据反馈给相关

部门，这样可以保障通向市场的农产品的安全，保障众多消费者的权利以及农民

的利益。使其具有实用性，普及型，可靠性高等特点。为我国将来实现现代化农

田打下基础。

3 总体设计
3.1 设备解析图

设备分为三部分，由 1.地面工作端、2.空中工作端、3.指挥端。三个部分

组成。这三个部分互补，共同工作，才能够得到收益最大化。

3.1.1 地面工作端

地面工作端是可以置于水中和土壤中的工作装置。该装置主要用于检测水中

或者土壤中的各种成分的含量，并进行评估该区域的环境是好是坏。该工作端是

一个智能化的工作端，这个工作端也是三个工作端中唯一一个可以用于农田质量

检测的工作端。

农民可以使用一个 APP 对农田的情况进行了解。

图 2工作端 APP

上图是农民管理地面工作端的 APP 设计想象图。在这之中，可以根据农民所

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分析农民的农田水质是否达标，农作物缺乏哪些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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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化学成分偏高。还可以通过该 APP 直接拨打环保投诉电话。该 APP 还可以

解决种植中的常见问题，和如何挑选农药的问题，可以极大的帮助农民的种植工

作。

图 3地面工作端

流程及装置说明：

（1）自动检测装置：该装置用于对所在水域的水质或土壤中的各类物质的

含量进行采样和计算。并将所得到的数据反馈给数据分析系统，存储到内容存储

系统中，方便之后使用。

（2）内容存储系统：该系统用于农田则是一个简单地可拆卸的移动硬盘，

用于河道，湖泊，海洋等水域则是一个固定式的硬盘。它可以将自动检测装置每

一次所检测的数据和数据分析系统每一次计算分析的结果进行存储。并在下一次

检测时与前三次的检测内容进行对比。用于农田的检测装置的内存已满的话，会

自动反馈给指挥端，通知指挥端进行跟换硬盘的操作。用于河道，湖泊，海洋等

水域的检测装置的内存即将用完时，会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自动删除之前的

一些数据，方便继续工作。

（3）数据总分析系统：该系统是将自动检测装置所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所在水域或土壤的数据，并和内容存储系统给出的前三次的检测数据进行对

比。并将得到的数据传给中央处理器。

（4）中央处理器：这是整个装置的大脑所在。担负着指挥整个装置的作用。

它会将数据总分析系统的数据进行汇总，并将其发送给内容分拣系统。它会计算

出每一次质量检测的时间。它会执行指挥端所下达的指令。中央处理器还负责将

锂电池里的电分给各个工作端，以及监护锂电池中的电池剩余，在无法进行太阳

能充电时，会进入低能耗状态。在河道，湖泊，海洋等水域工作的装置，会根据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所给出的位置信息将其所在位置，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情况进行

反馈，并向指挥端寻求下一步指令。

（5）内容分拣系统：该系统可以将中央处理器所给出的信息和环境反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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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进行汇总，再发送给信号收发系统，然后反馈给指挥端。该系统还会从指挥端

发出的指令中截取重要内容发送给中央处理器。

（6）信号收发系统：该系统可以将整个装置所检测到的数据发送给指挥端。

在河道，湖泊，海洋等水域工作的系统，每次还会将其位置信息发送给指挥端。

该系统还肩负着收到指挥端指令的任务。

（7）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该系统是只会在在河道，湖泊，海洋等水域工作

的装置才会有的系统，该系统会在每一次进行收发信息是获取一次位置信息，并

将装置的位置信息和运动轨迹发送给指挥端。

（8）锂电池：负责存储电源和为其他用电器提供电力。

（9）太阳能电池板：由于整个装置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所以该装置可以在

有阳光的时候为整个装置提供电力和为锂电池充电。

在该装置对农田的水质量检测后，农民便会知道其所在农田的农作物缺乏哪

些物质，哪些物质过多，这样可以针对性的进行施肥。一来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

精力，二来大大的增强了上市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水平。

在该装置对某一水域的环境进行了检测并反馈之后，有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

根据该装置提供的数据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环境保护。这样工作人员就不用跋山涉

水的对每一处水域进行摸底式的水质量检测，可以将精力放在一些污染较为严重

的地区，也可以将多余的时间用来休息。

3.1.2 空中工作端

空中工作端是一个基于无人飞行器上的工作系统。它可以使用摄像装置对一

些水面和地面进行拍摄。该工作端是由全人工操作的，其并不具备自行飞行和检

测的能力。该工作端只适合河流，湖泊和海洋等水域的检测，并不适合于农田的

水质检测

图 4空中工作端

流程及装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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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摄像装置：该装置在无人机飞行时起到获得视野的能力。在无人机飞

行的同时，摄像装置会对下方进行搜索，查看是否有地方有垃圾堆成山或者水面

或水中有大量垃圾的现象。

（2）无人飞行器：基于一个无人机进行改装设计的一个飞行器。

（3）信号收发系统：该装置负责接收指挥端的指令，命令工作端进行工作，

并将摄像装置所拍摄到的内容发送回指挥端。

（4）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飞行器飞行时，准确的获取到所在位置的坐标。

该飞行器和地面工作端互补。它既可以在地面工作端所在区域更准确的得到

地面的受污染情况，也可以对地面工作端无法安装的区域进行观察。其主要就是

查看是否有过多的垃圾。这样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检查面积和工作负担。只需要

对有过多垃圾的地方进行清理即可。

3.1.3 指挥端

指挥端是对前面两个系统的数据进行汇总的工作系统。

在指挥端这一头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地面工作端和空中工作端的数据进

行分析，并开展下一步工作。

图 5指挥端

流程及装置说明：

（1）信号收发系统：该系统负责收回由地面工作端和空中工作端的数据，

和向它们发送指令。

（2）数据整合系统：该系统负责将信号收发系统所收回的数据进行整合以

便下一步工作。以及将指挥端发送出去的指令进行整合。

（3）地面/空中工作端收回数据：该系统会将其各自工作端的传回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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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存储，其存储硬盘由人工跟换。在每一次有新数据传回时，它将会自动的将

前两次的检测数据给提出，方便工作人员对同一地区的污染环境进行比对，检查

是否有好转。

（4）两次数据再次整合：该系统是会将地面/空中工作端收回数据的数据和

前几次的数据进行整合，然后再又工作人员进行判断。

（5）发送至空中/地面工作端的命令：该系统负责将工作人员发送出去的命

令进行编程和整合。

（6）内容分拣系统：该系统负责将发送出去的命令进行分拣，然后在进行

发送。

3.2 工作流程

图 6工作流程

流程说明：地面/空中工作端将其收集到的数据通过信号收发系统进行发送，

由北斗卫星进行接收，并发送到指挥端。同样，指挥端将指令通过信号收发系统

进行发送，北斗卫星接收，传递给地面/空中工作端。指挥端在接收到数据后会

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并制定针对性的环境保护计划。整个流程除了发送指令和

工作人员实地勘测，其余全是工作端自动工作，实现智能化。

4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这之中的作用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整个工作端中主要任务是准确的将地面工作端和空中

工作端的位置信息报告给指挥端，同时它还担负着数据的传输的任务，是必不可

少的利器。还可以为工作人员进行导航。

有了北斗卫星就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准确的获得位置信息和传输数据。在

北斗卫星的帮助下，工作人员可以准确的知道哪里的污染问题最严重。怎样前往

污染地区用时最短、最安全。

参考文献

[1]叶攀.安徽池州河水被污染，千亩田变荒地【R】.中国新闻网，2015
[2]宋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新华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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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智慧物联的多场景模块化智能头盔

作者：魏子竞

指导教师：闫玉良、卢万才

所在省市：山东省济南市

【摘要】：本项目融合了亚米级北斗定位、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设计了基于北斗智慧物联的多场景模块化智能头盔。主要解决骑手的安全监

管以及其他需要佩戴头盔场景下的安全监控。智能头盔将主控制器、北斗模块、

4G通信模块、姿态传感器作为核心模组置于头盔的前部夹层中，在头盔的后部

夹层中设置可选功能模块安装位，可选功能包括可燃气体检测、心率血氧检测、

RFID近场通信、UWB室内定位、空气质量监控模组、语音对讲模组。结合差分

定位技术，对骑手的运行轨迹进行监管，有效预警超速、乱道行驶等违规行为。

通过对可选模块功能的定制，可以面向户外、室内施工场景的安全监控。项目发

挥北斗亚米级定位的精准优势，结合可穿戴设备模块化的灵活性，通过云端联动

提高骑行、施工等场景下的安全性，是北斗+智能可穿戴的典型应用。

【关键词】：可穿戴设备、北斗高精度定位、物联网、云端联动

【Abstract】 :This project integrates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sub meter Beidou Positio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designs a multi scene modular intelligent helmet based on Beidou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It is mainly used to solve 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riders and other scenes
where helmets are needed. The intelligent helmet takes the main controller, Beidou
module, 4G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attitude sensor as the core modules, which
are placed in the front sandwich of the helmet, and the optional function module
installation position is set in the rear sandwich of the helmet. The optional functions
include combustible gas detection, heart rate and blood oxygen detection, RFID
near-field communication, UWB indoor positioning, air quality monitoring module
and voice intercom module.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t
can supervise the running track of riders, and effectively warn speeding, disorderly
driving and other violations. Through the customization of the optional module
function, we can face the safety monitoring of outdoor and indoor construction scenes.
The projec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precise advantage of Beidou sub meter positioning,
combines with the modular flexibility of wearable devices, and improves the security
of riding, construction and other scenes through cloud linkage. It is a typical
application of Beidou + Intelligent wearable.

【Key words】:Flexibility of wearable devices，Beidou sub meter positioning，
Internet of things，Cloud connectivity

1 设计背景及意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维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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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 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项，到如今北斗三号

组网卫星发射任务完成，中国北斗人用 26年的时间实现了 55颗卫星的研制发射。

为本国及相邻国家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该系统的建立使我们摆脱了对

GPS及其他定位系统的依赖,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体现了国家实力[1]，在军事、政

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方面有着非凡的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 5G移动通信、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持续

发展，以及与北斗系统的进一步融合，构建以北斗时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产

业生态链，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不断创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非

传统安全方面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大数据、计算能力和计算方法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与各种技术加速互融互通，使社会生产和消费加速从工业化向自动

化、智能化转变，人类因此进入智能时代，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2]。

近年来交通拥堵的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摩托车、电动车出行，则

骑行人员与汽车在道路交通场景下的矛盾就日益凸显。在骑行的群体当中，骑手

对于骑行的刚性需求是最高的，由于工作的时效要求，其事故率也相应更高。以

外卖从业人员举例，首先来看看目前外卖骑手的从业人员数量。截止到 2020年，

如果是以注册账号的数量来算，全国所有的外卖骑手加起来有超过一千万人。但

是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兼职，很强的流失率，所以要以活跃度来算的话，大致是有

四百万左右正职外卖骑手。再来看外卖骑手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以上海为例，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 76起，平均每 2.5天约

1名送餐员伤亡。以这个数据推算的话，再用上 400万的基数，大体可以得出：

全国每天有 75名外卖骑手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或死亡。当然，这个数据是基于算

术出来的，肯定不会很准确。但是数学模型反馈出的事故率足以说明骑行人员在

发生事故时更容易受到人身伤害。经过对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调研可发现，大多

数情况下外卖骑手由于追求时效性，会违反交通法规，不按车道行驶、逆向行驶、

超速行驶等现象时有发生，从而更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而目前对于骑手的行驶轨

迹以及规范性没有良好的监管手段。除了骑行人员之外，建筑工地，矿井勘探、

户外拓展等诸多场景均需要头盔对人员的安全提供保障。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

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构成。可见安全是一切活动的基

础，是一切活动的前提，是不可超越的先决条件。时时刻刻遍布于我们生产、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在

传统安全角色并没有退出舞台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样会加剧判断问题的困

难和解决路径的不明。在和平与发展的现在和未来，非传统安全显得越来越重要。

新世纪的人们把身心安康、舒适、环保、少灾作为奋斗目标。当今正在形成和发

展着广义的安全文化，指人类生产、生活、生存领域的安全文化。

本项目融合了“北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设计了基

于北斗智慧物联的多场景模块化智能头盔。主要解决骑手的安全监管以及其他需

要佩戴头盔场景下的安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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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设计方案

本项目设计的智能头盔，将主控制器、北斗模块、4G通信模块、姿态传感

器作为核心模组置于头盔的前部夹层中，在头盔的后部夹层中设置可选功能模块

安装位，可选功能包括可燃气体检测、心率血氧检测、RFID 近场通信、UWB
室内定位、空气质量监控模组、语音对讲模组。整体如图 2.1所示：

图 2.1 整体方案图

头盔的功能模块主要由核心模组与拓展模组构成，主要功能基于北斗高精度

定位，实现对于佩戴人员的运动轨迹上报到云端平台，实现监管与危险的预警，

拓展功能部分根据使用场景的变化，可适应工地、室内施工、矿井隧道、户外运

动等不同需求，具体的功能框架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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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整体功能框架图

2.1 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核心功能设计

头盔的核心功能主要针对骑行场景的安全监测预警，通过主控制器，采集

GNSS模块的定位数据，通过 4G通信模块将数据上传到在线平台，实现对外卖

骑手的位置与轨迹监控。目前外卖骑手的位置监控主要通过手机进行，其位置数

据上报频率低，无法记录骑行的具体轨迹，另外基于手机的定位精度普遍在 3-5
米的单点定位精度，无法分清骑手骑行车道。故头盔的定位模块采用支持 RTD
或者 RTK技术的 GNSS模块，通过基准站数据补偿后的差分定位可将定位精度

提高到分米级，从而实时监控骑手的骑行轨迹、速度等信息。头盔内置了姿态传

感器模块，对骑手的骑行姿态进行检测，若发生碰撞，可以产生预警信息发送到

云端平台。暂停骑行时将头盔放置于车辆上，也可以检测未经许可的移动，进行

防盗报警。整体的功能框图如图 2.3所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52

图 2.3 前夹层系统功能框图

微控制器作为整个智能头盔的大脑，起到对整个头盔的功能进行统一调度的

作用，并且由于头盔属于可穿戴式设备，控制需要具备低功耗的特点，保证使用

续航。控制器要具备足够的拓展性，可以根据使用场景的变化，搭配不同的传感

器模组进行功能的拓展。基于上述考虑，最终选择乐鑫 ESP32作为主控制器，

如图 2.4所示。

图 2.4 主控制器

乐鑫 ESP32可编程控制器，ESP32 性能稳定，工作温度范围达到 –40°C 到

+125°C。集成的自校准电路实现了动态电压调整，可以消除外部电路的缺陷并适

应外部条件的变化；具备高度集成设计，将天线开关、RF balun、功率放大器、

接收低噪声放大器、滤波器、电源管理模块等功能集于一体。ESP32 只需极少

的外围器件，即可实现强大的处理性能、可靠的安全性能，和 Wi-Fi & 蓝牙功

能。ESP32 专为移动设备、可穿戴电子产品和物联网应用而设计，具有业内高

水平的低功耗性能，包括精细分辨时钟门控、省电模式和动态电压调整等。ESP32
可作为独立系统运行应用程序或是主机 MCU 的从设备，通过 SPI / SDIO 或

I2C / UART 接口提供 Wi-Fi 和蓝牙功能。

由于控制器自带WIFI及蓝牙功能，则头盔可以通过手机共享热点方式或者

蓝牙通信模式与手机同步，实现与云端平台的通信。对于一些无法使用手机的特

殊作业环境的通讯需求，核心模组也内置了 4G通信模块，保证没有手机的情况

下也可以与云端平台通信。4G模块选择 EC20，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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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4G 模块

EC20 R2.1 是移动通信推出的 LTE Cat 4 无线通信模块，采用 LTE 3GPP
Rel.11 技术，支持最大下行速率 150Mbps 和最大上行速率 50Mbps；同时在封

装上兼容移动通信 UMTS/HSPA+ UC20 模块以及多网络制式

LTE EC20/EC21/EC25/EG25-G模块，实现了 3G网络与 4G网络之间的无缝

切换。

2.2 轨迹监测及预警

目前骑行人员发生事故主要由于追求派送时效而不按交通规则行驶导致，则

头盔内置的高精度定位模块可达到亚米级定位，可以明确分清骑行的车道轨迹及

行驶速度等数据，当骑行轨迹出现逆行、超速等违规行为时，可以在云端产生骑

手的违规记录，并且控制器模组内置的蜂鸣器发出报警音警示骑手规范骑行。

关于 RTK和 RTD高精度北斗定位，通过查阅资料得到以下比较：

RTD（Real Time Differential）实时动态码相位差分技术。实时动态测量中，

把实时动态码相位差分测量称作常规差分测量，RTD的精度在 1－5 m内是比较

稳定的。因为在实时动态测量中，最先在码相位测量上引入差分技术，所以把实

时动态码相位差分测量称作常规差分 GPS测量技术。RTD由下列三部分组成；1.
基准台卫星接收机及接收天线；2.移动台卫星接收机及接收天线；3.数据传输包

括校正值处理与数字调制解调器，数据发射机及数据接收机。

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处理两

个测量站载波相位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

求差解算坐标。这是一种新的常用的卫星定位测量方法，以前的静态、快速静态、

动态测量都需要事后进行解算才能获得厘米级的精度，而 RTK是能够在野外实

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它采用了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方法，是

GPS应用的重大里程碑，它的出现为工程放样、地形测图，各种控制测量带来了

新的测量原理和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

RTK和 RTD的主要区别：RTK：载波相位 L1、L2 差分技术。RTD：码（C/A
码、P码）差分技术，或者坐标差分技术。RTD的精度只能达到亚米级，而 RTK
采用双频可以达到厘米级。若使用两台接收机，同时接收 GPS信号，其中一台

接收机坐标已知（称为参考站），另外一台接收机坐标待测（称为流动站）。在这

2台接收机距离不太远的时候（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这个距离矢量称为基线），

可以认为电离层和对流层对两台接收机的影响是一样的，卫星钟差影响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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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参考站（坐标已知）上计算出误差的修正数（已知数与观测值的差值），

再将这个修正数传输给流动站（用户接收机），流动站将修正值加上观测值，得

到修正后的精确位置。

根据上述分析，对于骑手的骑行轨迹监控达到亚米级即可实现分清车道的目

的，则我们采用梦芯MXT903A定位模块,如图 2.6所示。

图 2.6 定位模块

MXT903系列模块，是梦芯科技针对亚米级精度应用市场推出的一款 RTD
亚米级导航定位模块。该模块采用梦芯科技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启梦芯片，针对

不同的行业应用，支持单北斗或者北斗/GPS双系统两种定位模式 ，封装尺寸兼

容市场上主流导航定位模块，具有高灵敏度、抗干扰、高性能等特点，是一款专

业的、高性价比的亚米级导航定位模块。

为了验证 RTD定位与单点定位的差异，我们将装配 MXT903A模块的智能

头盔与 IPHONE 手机同时开启定位数据记录功能，然后按照预定轨迹骑行，将

采集的定位数据转换为 KML 格式文件才 google earth 中查看其差异。测试结果

如下图所示，途中绿色线为MXT903A模块在 RTD状态下的定位轨迹，红色轨

迹为 IPHONE 手机的单点定位功能。能明显看出途中经过楼宇密集处，单点定

位有明显轨迹偏移，无法分清车道，采用 RTD 定位可更加精确的监控骑手的配

送轨迹及行驶规范，如图 2.7所示。

图 2.7 行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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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骑行姿态及碰撞预警

在骑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或者相关非常规碰撞，通过头盔内置的姿态

传感器可以精确的检测到非常规的碰撞，从而将报警信息上传到平台进行预警。

姿态传感器的主要原理是通过检测地球重力加速度在空间直角坐标系 x-y-z 三个

轴向上的分量，从而确定芯片的姿态，通过对姿态的解算就可以感知骑手当前的

行驶状态。如图 2.8所示：

图 2.8 姿态解算

当骑手平稳骑行时，三个轴向上的加速度取值应该相对稳定，当骑手走路时，

可以读到某个或者多个轴向上有如图所示的加速度变化。当骑手出现猛烈撞击时，

瞬间加速度的数值会突然增大超出正常的范围，并且骑手如果出现侧翻倒地等情

况，头盔的姿态应该是非正常的佩戴姿态，通过解算加速度计的三轴数值计算头

盔姿态也可以判断骑手当前是否存在倒地等非正常状态。

2.4 防盗模式

当头盔不佩戴在头上时，可以通过头盔前沿部分的按钮进行模式的切换。当

头盔切换到防盗模式时，可放置于摩托车上，如果在骑手离开车辆期间头盔姿态

发生变化，则可以预警车辆有非正常移动，数据可通过云平台上报，并发送到骑

手的手机。

3 针对不同场景的选配拓展功能

针对不同的作业场景，头盔的功能需要按需拓展来满足使用要求，这时只需

要在头盔后夹层内按需添加功能模块，即可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下面根据场景

变化举例说明功能的拓展。

3.1 户外施工智能安全帽

目前户外工地的施工，安全帽的功能主要涉及工人的进出打卡，位置的监管，

以及安全帽的佩戴情况。有些扬尘较重的工地还需要监管施工现场整体的空气质

量状况。则根据此需求可以将骑行头盔进行功能定制，功能框图如图 3.1所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56

图 3.1 户外施工功能框图

针对于工人进出工地的打卡，采用 UHF-RFID 技术实现。该技术目前已经广

泛用于无人超市、无人餐厅、图书馆书籍管理等场景，关于 UHF-RFID 技术的解

释如图 3.2：

UHF电子标签中一般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电子标

签附着在待识别物体的表面。阅读器可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电子标签中所保存的

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动识别物体的目的。通常 RFID阅读器与计算机相连，所

读取的标签信息被传输到计算机进行下一步处理。RFID 信息处理系统（即后台

应用支撑软件）整合由 RFID阅读器收集到的 RFID 标签数据。

图 3.2 UHF-RFID 技术

在智能安全帽内部安装 UHF标签后，工人经过工地入口可自动完成打卡，

并上报数据到平台。

进入工地后，依然通过 RTD定位技术，对工人的作业范围进行监管。可以

在监控平台设置电子围栏，工人的实时定位位置如果超出围栏范围，就会在平台

生成预警信息，方便管理人员进行监管。如图 3.3所示：

图 3.3 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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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工地都要求进行扬尘信息的实时监管，而单点的检测往往不能详细

的了解现场局部地区的环境突变，通过在头盔内置粉尘传感器，可以分布式的检

测工地整体的扬尘情况，避免局部扬尘情况突变不能及时的监管和控制。粉尘传

感器如图 3.4所示：

图 3.4 粉尘传感器

对于部分工人的安全意识不足，不按要求佩戴安全帽者，可通过心率血氧模

块进行检测。以往的检测方式大多通过红外线反射来判断是否佩戴，这种检测方

式错误率高，且容易被异物遮挡传感器。通过在头盔内部安装心率血氧模块，可

以确定是工人佩戴，而非异物遮挡导致的误判。关于心率的检测方法，大多采用

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PPG）。当血流动力发生变化时，例如血脉搏率（心率）

或血容积（心输出量）发生变化时，进入人体的光会发生可预见的散射，从而测

定心率，如图 3.5所示。

图 3.5 心率血氧模块原理图

3.2 室内、隧道、矿井 施工安全帽

针对室内施工、隧道矿井施工的工人而言，UHF-RFID 打卡功能、佩戴检测、

环境检测等需求大多相同，但是卫星定位在室内由于墙体遮挡，无法接受卫星信

号，无法正常使用。针对此问题，主要可通过两种方法解决，增强室内定位精度

的增强基站，或者 UWB室内定位技术，如图 3.6所示。

图 3.6 心率血氧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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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强型基站加强室内定位精度的技术已经问世，具体的介绍如下：

“新立项的‘高可用高精度室内多模智能混合定位与室内 GIS技术’项目，

将在不增加智能手机硬件成本、不改变用户使用习惯的前提下，通过轻度布设的

增强基站，实现低成本、广域覆盖，让大家享受优于 1米的室内定位服务。”陈
锐志说。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专家、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蔚保国研究员看来，室内定位不光要解决手机室内导航的问题，还要考虑

复杂公共场所安全监控预警、应急救援与管理等复杂服务需求。

蔚保国负责的“室内混合智能定位与室内 GIS技术研究”项目主要通过构建

低成本广域覆盖的北斗伪卫星无线基站网络、多源混合智能云服务平台以及星地

兼容的室内外无缝定位芯片终端，最终为行业和大众用户提供在大型商场、机场、

大型场馆、城市行政区、地下空间设施等的一体化、无缝、稳定、精度优于 1米
的定位服务，并形成国家室内外连续无线信号定位技术标准建议。

根据上述描述，该项技术受制于增强基站的建设，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施工现

场，则 UWB技术可以进一步解决室内定位精度的问题。关于 UWB技术的介绍

如下：

UWB（Ultra Wide Band ）即超宽带技术，它是一种无载波通信技术，利用

纳秒级的非正弦波窄脉冲传输数据，因此其所占的频谱范围很宽。UWB定位采

用了宽带脉冲通讯技术，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使定位误差减小。UWB室内

定位技术的出现填补了高精度定位领域的空白，它具有对信道衰落不敏感、发射

信号功率谱密度低、低截获能力、系统复杂度低、能提供厘米级的定位精度等优

点。UWB高精度定位系统已在智能工厂、仓储物流、交通运输、体育运动、司

法监狱、工程施工、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头盔内部加入 UWB室内定位模块，采集室内定位数据，通过主控制器将

数据上传到云端平台，以此实现对于楼宇内部、隧道、矿井等非露天环境施工工

人的监管。针对矿井等环境复杂施工环境，还可以加入MQ-2、MQ-9 等可燃气

体、有害气体检测装置，分布式检测矿井下的有害气体情况，从而及时发现危险

情况。系统结构图如图 3.7所示：

图 3.7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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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户外定向拓展安全帽

近年来户外定向越野拓展活动受到了广泛欢迎，在工作之余、学习之余参加

一次户外定向越野拓展，可以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亲近自然。目前大多数户外定向

使用的打卡设备都是基于 RFID 的打卡手环，其功能类似于公交卡、社区门禁卡

等原理，参赛人员按要求移动到目标地点，接触打卡设备完成打卡。这种打卡设

备的主要问题在于，每次活动前都需要工作人员提前到达打卡地点进行设备安装，

活动完成后也需要进行拆除。

针对此问题，可以改造越野跑佩戴的轻便型安全头盔，加入北斗定位功能、

佩戴检测、和对讲功能，具体功能如图 3.8所示：

图 3.8 户外场景功能

通过 GNSS模块检测参赛选手的运动轨迹上传到平台，可以实时检测选手的

轨迹是否符合规则，通过心率、血氧模块可以检测选手身体状态的同时，避免选

手摘掉头盔。内置语音对讲功能，方便现场工作人员与参赛选手进行语音对讲，

针对有困难的选手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60

4 产品原型制作与测试

5 项目反思与展望

基于北斗智慧物联的多场景模块化智能头盔，全面应用了高精度北斗定位导

航技术、位置报告、及物联网与云端平台通信功能。项目的核心功能设计主要解

决外卖送餐人员的骑行安全规范监管预警。后根据需要佩戴头盔的场景展开头脑

风暴，扩展出了针对施工现场、户外拓展等不同场景下的拓展功能。采用模块化

的设计可以有效的提高头盔实用性，更好的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目前高精度定位应用主要集中在车载设备中，可穿戴设备可实现高精度的定

位的较少，主要因素在于高精度定位基准站的建设以及数据的转发需要一定的成

本。个体用户想使用高精度定位需要依赖于设备供应商或者“千寻”等 CORS
位置服务平台。个人认为如果卫星定位精度在民用场景下能普及亚米级精度，定

位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通过学习和构建北斗智能头盔项目收益匪浅，对于北斗是国之重器的理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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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的深刻。正如首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曾说的那样，“北

斗的应用只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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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天枢 - 北斗卫星定位救灾系统

作者：刘煜铿、布晓彤

指导教师：郭子杰、卢家仪

所在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

1 背景

在火警发生时，有无数的被困者因无法逃生而葬身火海。而当火势蔓延的速

度越来越快，被困者的生存率就越来越低。所以救援人员需要在火埸�迅速找到

被困者的位置，从而搜救每一位不能逃出大厦的被困者。但现时的的搜救方法无

法定位被困者，导致救援人员需在火场中慢慢寻找。

同时，现在救援人员在策划救援行动时，无法得知大厦内各个被困者的身体

状况，导致无法清晰排列救援顺序，只能依着遇到被困者的先后来进行救援。情

况危殆的被困者可能会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援而失去救援的黄金时间，甚至遇难。

而救援人员亦无法得知被困者的实际环境，无法以远距离的方法帮助被困者。

以上的种种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夺去更多宝贵的生命。而

我们「救灾天枢」系统，将在以上的几方面，提出针对性解法方案，以协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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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计
2.1 迅速搜索被困者实时位置

➔解决方法 -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 我们利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来取得大厦内被困者的实际位置，取得三

轴数据，定位信息会上传到 firebase云端数据库，使救援人员能轻易快捷地找出

被困者的位置。

★ 程序在接收到数据后，会在程序内会以一个光点的形式在大厦的 3D模

形内显示被因者的位置，令救援人员清楚了解大厦内的状况。

★ 透过分析位置，我们可以计算大厦内被困者的分布，大大减少救援人员

逗留在火场搜救被困者的时间，加快救援速度，提高火埸�每一个被困者和救援

人员的生存率。

➔ 解决方法 - 5G 室内融合定位

★ 5G NR 的定位可与现有的北斗卫星定位技术互补，通讯和定位基站合一，

节约成本，通讯和定位终端合一，满足定位的要求。定位测量量传输到定位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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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最终解算得到 5G 终端位置信息。

★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提供高精度的位置和时间信

息，5G和北斗具有融网络、融科技、融技术、融终端、融应用的优势。同时，

北斗可以构建高精度、高可靠、高安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许多技术都离不

开北斗，也离不开 5G。

★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能实现全球时间的精确同步，可以在广域甚至全球范

围内，通过 5G将定位技术赋给机器和网络环境。北斗卫星与 5G相互赋能、彼

此增强，可以产生感知、学习、认知、决策、调控五大能力，让广域或全球性分

布的物理设备，能具有计算、通信等功能。

★ 两者在融合的同时，也将相互赋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经南曾在报告中指出，5G是智能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其“极高速率、极大容量、

极低时延”的特征，可为满足未来虚拟现实等应用需求提供基础支撑。

RTT 定位交互示意图

2.2 侦测并取得被困者的生命迹象

➔ 解决方法 - 救灾手带

★ 我们利用脉搏传感器来取得受困者每分钟脉搏，在静态时正常的脉搏，

成人每分钟跳动 60-100不等，儿童则是 110至 120次，长者则减慢至 55-75次。

我们根据不同人族群评估状况，以正常值正负 10以内，为状况良好；正常值正

负 10以外 20以内，为状况危急；高于或低于正常值 20，为状况危殆。

★ 程序会统计被困者的状况，并根据被困者身体状况的危殆程度作出排序，

列出各种状况的数量，再配合救援人员的专业判断，决定救援顺序，有助救出更

多人。

★ 以上的数据会上传到 Firebase 云端数据库，救援人员的程序可以透过

Firebase获取数据。

2.3 整理所有被困者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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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灾场状况模拟

➔ 以下是大厦平面图

★ 当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救援时，在烟雾弥漫的陌生环境经常因无法掌握内

部空间情况、加上能见度不足，而出现迷失方向、找不到出口的状况，发生类似

桃园敬鹏工厂大火勇消殉职的憾事，当救援人员收到楼层的平面图就可以熟悉地

形。

2.4 提供被困者的环境影像

➔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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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android studio编写程序，连接被困者的手机及救援人员的指挥中心，

以实时影像通讯，让救援人员可以得知被困者周遭环境、位置及身边其他人的状

况。

★ 救援人员可以在危急时候，提供实时的救援措施

3 系统比较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GPS）

定位精度平面 2米、高程 3米 定位精度 5米-30米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NASS） 伽利略定位系统（Galileo）

定位精度 2.8–7.38米 水平误差小于 15米、垂直误差小于 35米

救灾天枢 现时救援系统

配有脉搏传感器，可监测脉搏 使用生命探测器，收集生还信号

支持北斗卫星，提供定位 靠救援人员遇到被困者的顺序

配合移动基站提供稳定信号，救援

人员可得知被困者的周边情况

救援人员无法从场外得知灾场内

的情况

4 使用科技

硬件部分

❖ 北斗卫星定位模块

由三种不同轨道的卫星组成，包括 24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覆盖全球），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和 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覆

盖中国）。北斗三号于 2018年提前开放了北斗系统的全球定位功能。北斗三号系

统于 2020年 7月 31日开通。

❖ 蜂鸣器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68

我们使用的蜂鸣器是压电式蜂鸣器，主要依靠压电效应来产生振动，发出声

音。我们使用峰鸣器来提示视障人士发生火警，需要逃生。

❖ 震动马达

震动马达利用偏轴的原理产生震动。我们使用震动马达提示听障人士发生火

警，需要逃生。

❖ 发光二极管(LED)

LED是一种能发光的半导体电子组件，而我们采用的 LED是三色中 LED，
一颗里面就有 RGB(红、绿、蓝)三种颜色的 LED，我们使用 LED来提示听障人

士发生火警，需要逃生。

❖ 脉搏传感器

脉搏传感器采取光电脉波法，测量脉搏讯号。我们使用脉搏传感器，来测量

被灾者的身体状况。

北斗卫星定位模块 蜂鸣器 震动马达 LED 脉搏传感器

软件部分

❖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简称北斗系统）是一个卫星定位系统，能为全球用户提

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北斗系统发展共有三代，

自第二代开始的北斗系统被正式称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是一个为 Android 平台开发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基于

JetBrains IntelliJ IDEA，为Android开发特殊客制化，并在Windows、OS X和 Linux
平台上均可执行。

❖ Arduino C program

我们编写 Arduino C Program 来取得使用者的生命状态。此外,我们使用它

来连接和使用所有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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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base

我们使用 Firebase接收大厦被困的被困信息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 Android Studio Arduino Firebase

5 科学原理
5.1 空间定位原理

在空间中若已经确定 A、B、C 三点的空间位置，且第四点 D到上述三点的距

离皆已知的情况下，即

可以确定 D的空间位置，原理如下：因为 A点位置和 AD间距离已知，可以推

算出 D点一定位于以 A为圆心、AD为半径的圆球表面，按照此方法又可以得到以

B、C为圆心的另两个圆球，即 D 点一定在这三个圆球的交汇点上，即三球交汇定

位。北斗的试验系统和正式系统的定位都依靠此原理。

5.2 有源与无源定位

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有源时间测距来定位时，用户终端通过导航卫星向地面

控制中心发出一个申请定位的讯号，之后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测距讯号，根据讯号

传输的时间得到用户与两颗卫星的距离。]除了这些信息外，地面控制中心还有

一个数据库，为地球表面各点至地球球心的距离，当认定用户也在此不均匀球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5%AF%BC%E8%88%AA%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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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时，三球交汇定位的条件已经全部满足，控制中心可以计算出用户的位置，

并将信息发送到用户的终端。北斗的试验系统完全基于此技术，而之后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除了使用新的技术外，也保留了这项技术。

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无源时间测距技术时，用户接收至少 4颗导航卫星发出

的讯号，根据时间信息可获得距离信息，根据三球交汇的原理，用户终端自行可

以自行计算其空间位置。此即为 GPS所使用的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使用

了此技术来实现全球的卫星定位。

5.3 精度

位置

参照三球交汇定位的原理，根据 3颗卫星到用户终端的距离信息，根据三维

的距离公式，就依靠列出 3个方程得到用户终端的位置信息，即理论上使用 3颗
卫星就可达成无源定位，但由于卫星时钟和用户终端使用的时钟间一般会有误差，

而电磁波以光速传播，微小的时间误差将会使得距离信息出现巨大失真，实际上

应当认为时钟差距不是 0而是一个未知数 t，如此方程中就有 4个未知数，即客

户端的三位坐标（X，Y，Z），以及时钟差距 t，故需要 4颗卫星来列出 4个关于

距离的方程式，最后才能求得答案，即客户端所在的三维位置，根据此三维位置

可以进一步换算为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若空中有足够的卫星，用户终端可以接收多于 4颗卫星的信息时，可以将卫

星每组 4颗分为多个组，列出多组方程，后通过一定的算法挑选误差最小的那组

结果，能够提高精度。

电磁波以 30万公里/秒的光速传播，在测量卫星距离时，若卫星钟有一奈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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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分之一秒）时间误差，会产生三十公分距离误差。尽管卫星采用的是非常

精确的原子钟，也会累积较大误差，因此地面工作站会监视卫星时钟，并将结果

与地面上更大规模的更精确的原子钟比较，得到误差的修正信息，最终用户通过

接收机可以得到经过修正后的更精确的信息。当前有代表性的卫星用原子钟大约

有数奈秒的累积误差，产生大约一米的距离误差。

为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使用差分技术。在地面上建立基准站，将其已知的精

确坐标与通过导航系统给出的坐标相比较，可以得出修正数，对外发布，用户终

端依靠此修正数，可以将自己的导航系统计算结果进行再次的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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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左右。

5.4 震动马达

震动马达利用偏轴的原理产生震动，马达轴上面有一个偏心轮，当马达转动的

时候，偏心轮的圆心质点不在电机的转心上，使得马达处于不断的失去平衡状态，

由于惯性作用引起震动。

5.5 脉搏传感器

脉搏传感器采取光电脉波法，向生物体照射红外线、红光、550nm左右波长

的绿光，利用光电二极管或光电晶体管测量生物体反射的光。含氧血红蛋白存在

于动脉血液中，具有吸收入射光的特性，因此通过检测随时间序列并随心脏搏动

而变化的血流量（血管容积的变化），测量脉搏讯号。

6 系统开发
6.1 系统结构图

救灾天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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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手带：

6.2 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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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受困者位置至

Firebase

实时更新被困者位置&更新 Firebase 中受困者的信息

开闪光灯以便附近在场消防员辨识受困者

定位被困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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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救灾天枢的成本

物件 价钱

北斗卫星模块 $ 50

Arduino Uno $ 15

震动马达 $ 12

蜂鸣器 $ 5

二极发光体 $ 3

总计： $ 85

8 商业价值及社会贡献

➔ 被困者可以更迅速地被拯救，成功逃出生天。

➔ 由于救灾天枢为救援人员提供了更多被困者信息，令救援人员更清楚大

厦情况，大大减少遇到危机的机会。

➔ 令大众在遇到火警时仍然能够手持希望，避免恐慌。

➔ 吸引政府或者承建商等持份者合作，使智慧逃生普及化。

9 总结

救灾天枢有以下五大功能：

1.被困者按下定位按钮时，系统就会立即定位被困者的位置并传送到救援人

员的系统，方便救援。

2.当火警发生时，救灾手带会提供逃生提示，并实时监测着大厦内每一个被

困者的生命迹象，令救援人员能够迅速作出行动拯救情况危殆的被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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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过所接收到的被困信息，以三维空间的大厦模型仿真灾埸状况，使救援

人员更清楚大厦内被困者的分布。

4.在被困者按下实时影像按钮时，便将被困者周遭的环境传送救援人员的指

挥中心。

5.不但提供给普通人使用，更能在火警发生时以多感官的提醒帮助不同范畴

的人士逃出大厦。

10 未来发展

● 训练 AI辨认灾场内的情况，如被困者受伤的级别，更好地帮助救援人员

进行救援顺序的排列。

● 配合官方，将北斗卫星升级军用级别，届时能提供更精准的定位数据，

令救援变得有效率。

● 配合正在发展的移动机站技术，在基站被损毁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配

搭载 5G基站，解决灾场信号不良问题。

参考数据

❏ 香港火警事故
1. https://bit.ly/3qVKrdW
2. https://bit.ly/3r9obgE
3. https://bit.ly/3dUrFQJ
❏ 5G室内融合定位白皮书
4. https://res-www.zte.com.cn/mediares/zte/Files/PDF/white_book/202010141410
❏ 5G NR定位概述
5.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1317398
❏ Introduction to Firebase Local Emulator Suite
6. https://firebase.google.com/docs/emulator-suite
❏ Reducing 5G Device Power Consumption Using Connected-mode Discontinuous Reception
(C-DRX)
7. https://blog.3g4g.co.uk/2020/10/positioning-techniques-for-5g-nr-in.html
❏ Overview of Positioning in 5G New Radio
8.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877160
❏ How to turn on front flash light programmatically in Android?
9.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6068803/how-to-turn-on-front-flash-light-programmatic
ally-in-android

https://bit.ly/3dUrFQJ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1317398
https://firebase.google.com/docs/emulator-suite
https://blog.3g4g.co.uk/2020/10/positioning-techniques-for-5g-nr-in.html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87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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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

作者：张严涛、俞涵康、陈飞帆 、单静怡

指导教师：施卡祥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爆发，席卷多个国家。当前全球疫情仍在

继续，防控形式仍十分严峻。为降低病毒传播风险，部分人员、小区，甚至地区

进行了隔离或封锁。日常的物品供给变得异常困难。,相关医疗、配送以及社区

工作人员的感染风险，也因与隔离者的接触而大大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想到了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进行货物配送、体温测量、消毒防控等工作。于是，

我们设计了这款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这款机器人是基于北斗系统的可在社区

等场所进行使用的智能机器人。它集配送、测温、消毒等众多工作于一身，且通

过与 APP平台（待开发）相连接，直接进行了居民的体温记录和取货记录，在

现在疫情期间，可以省去大量人力成本，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利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定位及导航功能，结合智能机器人本身灵活高效的特点，该机器人可

以精准地到达指定房间或地点，自主地完成配送、测温、消毒工作，极大提高了

工作的效率，并且做到人员之间“零接触”，切合了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将在

疫情防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北斗系统，多功能，防疫，机器人

【Abstrac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broke out in many count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At present, the global epidemic continues, and the form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still very sever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some people, communities and even areas have been isolated or blocked.
The daily supply of goods has become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risk of infection of
related medical, distribution and community workers is also greatly increased due to
contact with isola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thought of using robots to
replace manual delivery, bo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is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 we designed this 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robot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This robot is an intelligent robot based on Beidou system, which can be
used in communities and other places. It integrates distributi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isinfection and other work in one, and through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app platform (to be developed), it can directly record the temperature of residents and
pick-up records. In the current epidemic period, it can save a lot of labor costs, and
has great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h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functions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t robot itself, the robot can accurately reach the
designated room or place, independently complete the distributi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isinfection work, greatly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achieve
"zero contact" between personnel,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ill be used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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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Beidou system, multi-functional，epidemic prevention，robot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国内疫情回顾及现状

2019岁末年初，当人们正准备欢度春节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悄然而来，病

毒传播速度之快使举国上下陷入恐慌。当时的感染人数一路飙升，甚至不少人失

去了宝贵的生命。在这样严重情况下，国家迅速做出对策，各地纷纷打响一场抗

击疫情的战役。在重度感染地区，国家进行了封锁城市的处理，大部分小区也采

取居家隔离的形式。在政策的感召下，人们也渐渐接受社会管理，积极配合国家。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里，多由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取送快递、配菜等，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感染的风险。而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无接触”不仅成为一线医

疗工作者们的必须项，也成为普通百姓们的刚需，必须通过减少接触来降低感染

病毒的风险。为降低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风险，同时，又能完成货物配送、体温

测量和消毒防控等任务，于是，智能防控机器人便应运而生了。

1.2 北斗导航系统发展历程及优点

中国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建设发展，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

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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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2020年 7月 31日上午，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图 1北斗卫星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卫星导航系统，相对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它融合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卫星增强系统两大资源，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要

其他通讯系统支持。而且它覆盖范围大，没有通讯盲区。北斗系统覆盖了中国及

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为中国、也可为周边国家服务。它特别适合于集团用户

大范围监控管理和数据采集用户数据传输应用。安全、可靠、稳定，保密性强，。

适合目前疫情防控的需要，精确配送货物到每一户居民，可以统计较多居民的体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478

温情况，方便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

1.3 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优点及意义

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集配送、测温、消毒于一身的

可在社区进行使用无障碍应用的智能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完成大部分隔离社区的

工作，与人工相比，既能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又有很好的安全性能，可以实现

零接触，方便每个社区的管理。当今之时，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居家隔离

也日益频繁。防疫智能机器人是一大防范工具，而且能通过 APP（待开发），与

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联系，会在小区全民测温，统计居民体温，为被隔离人员进

行便利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结构介绍

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从上到下依次由显示屏、水箱、主机、储物层、底层

电机、水箱、主机构成。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整体高约 120cm。显示屏用于显

示配送货时的商品信息、测温时被测温者的温度等。水箱、主机放于同一层。水

箱装有用于喷头进行消毒的酒精溶液，主机控制整个机器人的传感器。底层电机

放于一层。后轮电机提供动力，控制轮胎的行进。最底部有四个轮胎，两个前轮

由自制舵机控制，来控制整个机器人的行进方向。外部有两个酒精喷头，位于上

方，可进行自我和楼道消毒。图 2为机器人的基本构造，表明各个层次的高度，

图 3为机器人的实物图。

图 2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基本构造构想图 图 3机器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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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机器人侧视图

3 智能防疫机器人的功能介绍与实现逻辑：
3.1 运动、转向与避让

图 5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 图 6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

底部运动结构图 底部结构实物图

3.1.1 运动

后轮通过继电器与北斗时空智能主机控制，继电器开，蓄电池工作，电机运

动，带动小车前进。

3.1.2 转向

由于舵机马力不够大，我们采用电机加齿条的机械装置来自制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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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自制舵机电路图

继电器为单刀双掷开关。其中一号继电器常开（NC）和接信号开（NO）均

接线，2、3开关均为接信号开，两电机相向放，齿条放在电机上，并用木板使

其与车底层的铝合金板贴合而不紧压，并让它不会从旁滑落。齿条与横杆相连，

电机运动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使横杆转过一定角度。

图 8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自制舵机实物图

需要正转时，开关一与上连接，开关二断开，开关三闭合；需要反转时，开

关一与上连接，开关三断开，开关二闭合。一定时间后使开关二三同时断开，关

闭自制舵机，待小车转过一定角度后，自制舵机再次运转，拨回方向。此期间驱

动电机持续工作。

3.1.3 避让

闭车声周围装有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测量与道路右侧的距离，偏近时控制舵

机向左转一点后转回，偏远时控制舵机向右转一点后转回。若正前方出现物体阻

拦，则停止，时间超过 1分钟，发送信号给终端，通知社区人员。

3.2 配送货物

运送货物时，先预先通过北斗系统采集小区各幢楼各个房间的坐标位置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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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客户信息。客户向 APP平台（待开发）发送“我要取货”的信息。如果外界

要把货物送进社区，则需要联系业主，由业主通过 APP向机器人发送信息。机

器人通过平台接收后，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定位取货地点，并根据点坐标确定路

线，开始行驶。到达取货地点后，通过液晶屏上的信息，打开相应格子进行取货。

取货完毕后，再次运用北斗导航系统定位对应客户的房间，进行道路规划，再经

过既定路径，到达指定楼下，通过终端系统向电梯下达指令（待开发），到达指

定楼层。在楼层时，通过北斗时空定位，到达指定房间门口（由于室内定位精度

要求过高，暂时无法实现）。到达后，机器人通过平台向用户发送“已到达，请

取货”的信息。用户点击平台上的“我要取货”。机器人打开相应格子，用户进

行取货。取货完成后，用户点击平台上的“已完毕”。机器人关闭格子，再进行

自我消毒，返回初始地点。

图 9机器人取货流程图

行驶时通过北斗时空导航系统规划路线。预先在社区内各条道路上采集若干

路口的点的坐标。机器人接受到客户的位置信息后，通过信息库，将其转换为对

应楼的对应点，然后查找对应路线，开始行驶。利用经纬度，到达每一个点后，，

确定下一个点坐标，然后按照两点之间的算法行驶，直接抵达目的楼下。

3.3 测温

当时间到达设定时间时（提前出示公告在指定时间 20分钟前停止取货等信

息接收），机器人到达被测温家庭的门口，并通过向平台发送信息，提醒居民测

温。运用红外测温仪（GY-MCU90614-BCC）、超声波传感器、摄像头、LCD液

晶屏这一测温系统，超声波测距离，LCD显示偏近或偏远。距离合适后，拍下

被测人员的照片，测量温度，编号并记录对应人员温度，上传数据，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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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大于 37.3度，则在液晶屏上显示请其再次测温，若仍然体温偏高则液晶

屏提醒其及时隔离同时发送信息提醒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由相关工作人员采取

进一步措施。所有人测温结束后业主才可以点击“确认”，机器人关闭测温系统，

前往下一户进行测温。待全部人员测温完成后，返回初始地点。

图 10 机器人测温流程图

3.4 消毒

消毒分为自我消毒、楼道消毒和室外消毒。

3.4.1 自我消毒

想要实现此功能需要三个酒精喷头，但由于设备的一些限制（无法将继电器

连入抽水机），此功能暂时无法实现。最上面的可进行自我消毒，上方两侧可进

行自我和楼道消毒，下方两侧可进行楼道消毒。内部有两个酒精喷头，分别位于

上层储物的上方和下层储物的下方，进行自我消毒。当配送完货物或测完体温后，

用户点击“确认”。确保人离开后，机器人关闭好各个盖子，上部喷头和两侧喷

头喷洒消毒水，进行侧面和顶部消毒。内部两个喷头上部下喷、下部上喷消毒水

进行内部消毒。（喷头位置如图所示）

图 11 喷头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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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楼道消毒

在每一层楼道都提前实地测验好行驶时距离并规划好路线，走环形路线进行

喷洒。当时间到达设定时间时，机器人行驶到指定楼道并向右转，通过超声波测

距到第一户附近，向前行驶并持续触发喷洒消毒液，左右各一个喷口，通过喷雾

进行消毒。转弯同时继续喷射。当右侧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大于 20厘米或小于 15
厘米时调整距离。在电梯门口停下，安全下楼。

3.4.3 室外消毒

依据北斗导航系统已规划好的路线，机器人每天定时在社区内的道路上进行

消毒工作。下部左右各一个喷口持续喷洒消毒液。机器人前方装有超声波传感器，

遇到障碍，停车并发送信号给终端，请求帮助。（和楼道消毒类似）

4 设计理念与创新特点

我们这款智能机器人的设计理念是利用智能机器人做到人员之间的零接触，

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我们希望通过这款机器人，能让北斗卫星

系统更加走进人们的生活，能更好地利用其覆盖范围大、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的

优势，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带来便利。

这款防疫智能机器人有许多的创新点和优势：首先，它使用北斗卫星系统进

行定位，精确度高，覆盖范围大，能够精准地定位房间，并迅速规划路径，为它

精准的派送提供了技术保障。其次，它可以与 APP平台（待开发）相连，从而

可以为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提供数据，并实时更新和覆盖，极大降低了社区工作

人员的工作量。第三，它身材小巧，机身轻，占地面积小，行进转弯灵活，可以

在各种路面行进，不需要再铺设相关设施，适合在社区这种较小的区域进行使用，

不会妨碍日常居民的停车、行走等，尽可能地降低了对居民生活的干扰。第四，

它整体耗材少，制作成本较低，操作简单，为最终真正投入使用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它由多个功能模块组成：配送货物模块、测温模块、消毒模块，使它“一

机多用”，能够同时完成多个任务，提高了利用率。

5 不足与展望

当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还存在许多不足：小部分

功能暂时不能实现，APP和终端系统仍待开发，适用范围较小等等。这些不足将

在未来逐个解决。随着疫情常态化和机器人的完善，多功能防疫智能机器人的作

用将会越来越大。它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零接触，最大程度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它能利用北斗智能导航系统和定位系统，精确地将货物送到业主家中，解决“快

递最后一公里”等问题，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多功能防疫

智能机器人将会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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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车辆道路一体化智慧交通安全系统

作者：章缘可、刘籼缘、阮铮、董凌杰

指导教师：白宗刚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出行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解

决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任务也更加重了。针对安全问题，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

些相关措施，也有不少科研产品正在投入使用，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为了培养

人们的安全意识，为安全交通事业做出一份贡献，打造平安美丽道路，我们团队

围绕今年来的热门话题“智慧交通”，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的车辆道路一体化智

慧交通安全系统。这一系统不仅考虑了机动车的安全问题，对于非机动车也给予

了充分的考虑，让安全遍及道路的每个角落；同时将车辆和道路紧密联系，体现

了“一体化”的特点。该系统具有以下功能：针对机动车，能使用压力传感器和

陀螺仪进行撞击感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及时报警；能用超声波和北斗主机测距

测速，提示车辆将车距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针对非机动车，在陀螺仪检测到车辆

侧翻后，能进行紧急处理；而机动车中测距测速这一点在非机动车上也能相应体

现。针对道路安全，在公路两侧的山体上安装有压力传感器，一旦有发生滑坡或

泥石流的前兆就能及时预警，尽可能减少灾害带来的破坏；在盘山公路的急转弯

出，两侧的压力传感器能感应到车辆经过并进行蜂鸣，防止相撞。综合考虑，这

一系统能有效避免许多道路交通中的安全事故，也能尽量减少一些事故的危害，

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有着实用性的意义。

【关键词】北斗系统 智慧交通 车辆道路一体化 安全保障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s
travel mod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task of solving the road
traffic safety problem is also more heavy. In view of the safety proble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taken some measures, and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s are
being put into use, but the situation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In order to cultivate people's
safety awareness,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ause of safe traffic and create a safe and
beautiful road, our team designed a set of Beidou vehicler-road integrated intelligent
traffic safety system based on the hot topic of "intelligent traffic" in recent years. This
system not only considers the safety of motor vehicles, but also gives full
consideration to non-motor vehicles, so that safety is everywhere on the road; at the
same time, the vehicle and the road are closely connected,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The system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for motor
vehicles, the use of pressure sensors and gyroscopes for impact sensing, in a traffic
accident after the timely alarm; with ultrasonic and Beidou host ranging speed
measurement, prompt vehicles to control the vehicle distance in a safe range. For
non-motor vehicles, after the gyroscope detects the vehicle rollover, it can carry out
emergency treatment; In the motor vehicle ranging speed measurement this point in
the non-motor vehicle can also be reflected accordingly. For road safety, there are
pressure sensors installed on the mountain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so that once there
are precursors of landslides or debris flows, the warning can be timel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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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caused by disasters can be reduced as much as possible; pressure sensors on
both sides of a winding mountain road can sense when a vehicle is passing and buzz,
preventing collisions. Considering comprehensively,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avoid
many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nd reduce the harm of some accidents as far as possible.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oad traffic safety.

【Key word】 Beidou system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vehicle road
integration safety guarantee

1 引言
1.1 研发背景

现今的社会背景下，交通安全问题日益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上具有

权威性的英国道路交通与运输研究所以及国内著名交通工程专家段里仁先生的

研究结果表明，全世界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50万人，伤 1000万人。

以下是一些参考资料。

交通事故占各种事故死亡的比重最大，据世界一些国家统计表明，交通事故

死亡约占各种事故死亡总数的 50%左右：1989年美国因各种事故死亡 94500人，

其中交通事故死亡 46900人，占 49.6%，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而道路交

通事故要比航空交通事故等严重得多，全世界 1970年到 1989年期间航空交通事

故死亡最多的是 1974年，共死亡 1299人，但这只是同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2.6‰。

以美国 1985年为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铁路的 200倍，是航空的 350倍；

从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来看，道路交通事故占 93%，铁路占 2%，航空占 2%，

水运占 3%。全世界道路交通事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1988年国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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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协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交通安全研讨会议上估算，故经济损失约

为 3500亿美元，也就是说，地球上平均每一个人每年的交通事故经济损失为 68.5
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5%。

受国家政策鼓励，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行业不断发展壮大，行业产品不断丰富、

产品技术含量逐步提高，行业市场规模可观。未来我国城市化、新型工业化进程

进一步加快，公共安全隐患进一步增加，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将更加严峻，预计道

路交通安全产品将保持较快增长。

1.2 研发意义

（1）随着道路交通隐患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更多的有实际操作性的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投入市场，尽可能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保证公民出行安全刻

不容缓，增进人民福祉任重道远。

（2）此类产品投入市场的同时，能有效地培养公民道路安全意识，树立安

全观念，学会自我保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在道路交通安全产品的研发中，青少年能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和科学

素养，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4）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智慧交通”是一个具有广泛研究前景的课题，同

时响应国家发展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行业的号召，推动道路交通安全事业发展。

2 产品组成及功能介绍

该产品主要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以及各类硬件设备，融合机动车、非机动

车、道路安全于一体，保障一般情况下的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包括撞击报警、测

距测速、平衡检测、灾害预警、急转弯预警五个方面。下面进行一一详细介绍。

2.1 撞击报警

当机动车由于突发情况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时，会触发撞击报警系统。在机动

车的前、后、左、右各装有 2个压力传感器。考虑到压力传感器只支持 I2C、SPI
协议，而一个北斗主机中只有 2组 I2C、SPI接口，所以我们决定采用多个北斗

主机平行连接的方式。如果机动车的底盘足够高的话，可以将主机安装在底盘上，

既节约了空间也方便连接。同时，为了使判断更加准确，在主机附近安装九轴陀

螺仪传感器。只有当有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大于 1000N（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应

为测点压力的 1.2~1.3倍）并且陀螺仪检测到汽车在 0.5s内速度由 50m/s以上变

化到 10m/s以下（大约等于汽车撞墙时产生的加速度），北斗主机才会发送信息

到终端。终端再将信息传送至车主手机并启动 110报警。这样，在机动车出现交

通事故并对车主造成一定生命危险时，就能及时报警争取时间，降低了安全事故

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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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压力传感器） （图四 九轴陀螺仪）

这是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装置示意图。

九轴陀螺仪传感器

北斗主机

无源蜂鸣器

（图六 机动车设计图）

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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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撞击预警流程图）

2.2 测距测速

这一功能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中均适用。先通过北斗主机测出自身车辆的速

度 v，根据资料可得到行驶速度对应的安全距离 d。如果 v>=100km/h,那么 d=120m；

如果 60km/h<=v<100km/h,那么 d=v；如果 40km/h<=v<60km/h,那么 d=55m；如果

20km/h<=v<40km/h,那么 d=35m 如果 v<=20km/h,那么 d=15m。然后安装在车辆

正前方的超声波传感器测得前方车辆与自身的实际距离为 s，判断 s与 d的大小

关系。如果 s>d+20m，亮绿灯；如果 d<s<d+20m，亮黄灯；如果 s<=d，亮红灯，

同时语言提示和蜂鸣。这样就能起到警示的作用，有效减少了由于安全距离控制

不当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下：传感器测得从发出超声波到接收超声波中间

经过的时间 t，那么 s=(v+340m/s)t/2。

传感器 障碍物传感器

340×t

v×t

S

（图七超声波传感器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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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超声波传感器）

整体的具体流程如下。

（图九 测速测距流程图）

2.3 平衡检测

非机动车时常会出现因意外车身不稳摔倒而导致的事故。我们在非机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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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陀螺仪，可以随时检测车身与地面之间的夹角。当陀螺仪测得车身与地面夹

角小于 20°时（这个角度远小于了非机动车拐弯时的倾斜角，可以基本确定是

意外摔倒），为防止报假警，我们决定先启动蜂鸣器，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当

5分钟之后，陀螺仪检测到车身与地面夹角仍小于 20°不变时，北斗主机发送信

息到终端，终端再将信息传送至车主手机并启动 110报警。

下面是具体流程。

（图十 平衡检测流程图）

这是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装置示意图。

（图十一 非机动车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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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灾害预警

众所周知，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能严重摧毁公路，是许多沿山道路巨大的安全

隐患。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用多种方式减少滑坡、泥石流的发生，但灾害总是

难以完全避免的。为了尽可能减少灾害到来时的破坏，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团队

认为可以在公路两侧容易滑坡的山体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有

地点的压力值在 1 秒内变化 50N时，通过北斗主机获得坐标，并发送给终端，

终端再发送给车辆上的北斗系统，此时车载导航中会开启语音提示，并在路线中

封锁该地点所在的一段公路。考虑到导线越长电阻越大的问题，以及上文中已提

到的压力传感器接口限制，可以在山体上间隔一定距离安装一个北斗主机及相连

接的压力传感器。这一方案对费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相比而言是比较可行的。

以下为流程图：

（图十二 灾害预警流程图）

传感器

终端

车

载

信息

信息

（图十三灾害预警示意图）

安装形式大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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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灾害预警设计图）

2.5 急转弯预警

在盘山公路上，往往会有急转弯出现，而这也是道路安全事故的高发地。虽

然在很多转弯路口有凸透镜安装，但仍有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在盘山公路转角两侧的右方道路距转弯口 Xm（X随转弯角度大小的不同而

不同，转弯角度越大，X越小，转弯角度越小，X越大）处安装压力传感器。当

传感器检测到压力超过 10000N时，在传感器内保存一个数据。如果 5秒内对方

压力小于 10000N（另一侧传感器没有数值）自动消除该数据；如果 5秒内对方

检测到压力大于 10000N（另一侧传感器有数据），启动蜂鸣，提醒双方车辆减速

慢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道路安全。

流程图如下：

（图十五急转弯预警流程图）

北斗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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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形式大致为：

（图十六 急转弯预警设计图）

3 产品模型图展示
3.1 机动车

在模型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在模型车的前端安装一个检测撞击的轻触开关传

感器和一个超声波传感器，通过杜邦线与主机相连，主机安装在模型车的座位下

方。车内前方左右两侧安装陀螺仪传感器和无源蜂鸣器，与主机相连。双色 LED
安装在车载导航仪表盘附近，与主机相连。

完成撞击报警和测距测速两项实验。

（图十七 机动车模拟实验）

3.2 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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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自行车的车把手和座椅之间的横档上安装北斗主机，在车把手处安装

超声波传感器以及 RGB LED，RGB LED 我们考虑放在更加显眼的位置。陀螺仪传

感器和无源蜂鸣器位于北斗主机附近。各传感器均通过杜邦线与北斗主机相连。

完成平衡检测和测距测速两个实验。

（图十八 非机动车模拟实验）

3.3 道路安全

针对灾害预警，我们在模拟的小土丘上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并用与北斗主机

相连，用手推动小土丘使其上的泥沙发生轻微滑动，来模拟发生滑坡或泥石流的

前兆。针对急转弯预警，在模拟搭建的急转弯公路上按设计图布置好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位于路层分别与各自的北斗主机相连；在转弯口凸透镜的位置安装蜂

鸣器，与北斗主机相连。让两侧同时有小车经过来模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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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道路安全模拟实验）

3.4 补充说明

由于空间有限、材料有限等问题，我们无法做到真实模拟现实中的情景，但

这个模拟实验证明了我们思路和程序编写的正确性。经过团队成员的慎重考虑，

我们认为，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如果不考虑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系统是可以

成立并付诸实践的。

（1）因为实验的道具车速度、体积限制，在机动车实验中，我们使用了轻

触开关传感器来检测撞击，以此代替压力传感器。

（2）由于没有北斗终端，所以设计中的报警功能在模拟实验里现暂时无法

体现。

（3）由于终端在实验中难以实现与压力传感器灵敏度较低，故在视频中并

未展示灾害预警和急转弯预警的功能。

4 总结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建立现代文明交通，必须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的带领

和精力支撑作用，大力培育具有时代特征、适应形势需要的交通安全文化，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为湖北跨越发展营造良好交通环境。道路交通是社会

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的交通活动是个人的社会心理、行

为习惯、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一个社会的道路交通文明程度，反映出这个社会

公民道德、文化程度、社会文明的整体水平。

面对形势日益严峻的交通安全问题，我们团队给出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充

分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基础上，围绕“智慧交通”这一主题，通过不断创新

研究、实践探索，形成了这一基于北斗的车辆道路一体化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通

过撞击预警、测距测速、平衡检测、灾害预警、急转弯预警五大板块，为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贡献了我们的一份力量。尽管在操作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

困难，经历了这种那种的挫折，但我们最终证明了自己，交出了一份令自己满意

的答卷。或许在系统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但我们会不断努力完善，会欢

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我们的一小步，就是世界的一大步。希望道路交通安全意识能深入到每一位

公民心中，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美丽，让安全永驻，让幸福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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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对手环创新应用的拓展方案

----手环互联手机实现手环锁手机

作者：何晨诗雨

指导教师：梁宇丹、叶泽

所在省市：云南省开远市

【摘要】手机作为通信载体，是人们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连接工具。如今，

手机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伙伴，而随着它的普及，丢手机似乎成为了一种概率

很小但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由于手机的快速发展，手机变得越来越智能，手机

的应用也越来越丰富，手机里储存的个人信息也越来越多。所以如何保证手机信

息的安全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小米、华为等一些手机品牌都会发行一些

同品牌的智能手环，这些智能手环是一种类似于手表一样的智能设备。随着经济

的稳定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手环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了。再加上手

环如同手表一样，戴在手上不易遗失，所以我们设想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北

斗路径显示功能和手机与手环之间的互联联系在一起。当手机离手环一定距离后，

就算手机与手环之间的蓝牙连接已经断开，但仍可以通过一种植入的芯片使手机

手环通过无线信号实现互联。通过一个自毁程序 APP实现手机内信息的同步提

取和自毁并且实时监测手机位置，有效避免或减少因手机遗失、被窃问题而造成

的损失。

【关键词】北斗高精度定位；北斗路径；手机遗失；手环手机互联；自毁程

序

【Abstract】As a communication carrier, mobile phone is a connecting tool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Nowadays, the mobile phone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people's life, and with its popularity, it seems that losing the
mobile phone has become a small probability but inevitable thing.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mobile phone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s are more and more rich, and more and mor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mobile phones. So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mobile phone
information is a problem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Some mobile phone brands such as
Xiaomi and Huawei will issue smart bracelets of the same brand. These smart
bracelets are smart devices similar to watches. With the steady growth of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improving day by day, and the popularity of bracelets is
also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e bracelet, like a watch, is not easy to lose when worn
on the hand, so we envisage connecting the Beidou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the Beidou path display function and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bracelet. When the mobile phone is a certain distance away from the bracelet,
even if the Bluetooth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bracelet has been
disconnected, the mobile phone bracelet can still be connected through wireless signal
through an embedded chip. Through a self destruct app, the information in the mobile
phone can be synchronously extracted and self destructed,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can be monitored in real time, so as to effectively avoid or re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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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caused by the loss and theft of the mobile phone.

【Key words】Beidou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Beidou path, mobile phone
missing, bracelet phone interconnection, self-destruction procedures

1 研究背景

在当代中国一部手机几乎就可以解决所有事，特别是随着手机支付的发展，

一部手机便可“游天下”。也有人笑称小偷也要失业了，因为人人出门都不再带

现金而只带手机了，说手机已成为我们的“亲密恋人”一点也不过分。而且手机

内储存着我们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隐私、银行账户、可能还包括他

人的隐私信息、公司机密等等。如果这些信息泄露，那将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

影响。

根据已查找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美国 lookout公司曾预测，在 2012年，

美国人所丢失的手机，总价值将达到 300万美元以上。而全世界每天所丢失的手

机价值可达 700万美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手机丢失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在 2011
年，Lookout公司就已经通过手机的定位功能，发现了总价值在 25 亿美金左右

的手机已丢失，其中则以安卓手机为主。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设计中的核心部分-智能手环，它作为一个较新兴的

智能产品，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穿戴领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现

目前，智能手环的销量正在逐步上涨，产品也正在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更新换代，

相信随着智能穿戴市场的快速发展，智能手环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

2 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研究现状

近年来，从最开始的固定电话、有线电话，再到如今的智能手机。随着科技

的高速发展，手机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手机生产成本的下降，拥有手机的人也

越来越多了。到 2018年，我国手机数量总达 13亿部手机。在中国，移动支付的

方式越来越普及，人们出门都很少用现金，“手机在手一切我有”的现象也越来

越多了。而智能手环是科技与时尚的结合，例如小米，华为等许多手机品牌都会

发行一些同品牌的智能手环。

表 1 各国手机总量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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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存在的问题

2.2.1 、手环的功能（以小米手环，华为手环为例）

小米手环 4：续航时间长达 20 天；来电提醒功能：当电话响铃以后，如果

你在一定时间里面没有接通，那么手环会通过震动来提醒你；提供认证，解锁手

机功能：当我们把手环与手机相互靠近时，手机便会自己解锁；智能震动闹钟功

能；记录运动数据功能；查找手环功能......

图 2 小米手环参数对比

华为手环 3：单次使用时长可达一月，就算高强度的使用时也可使用半月；

来电信息提醒；智能闹钟功能，睡眠质量检测功能；KFC 款式可以充当刷卡工

具，即在乘坐一些公共交通时可以直接刷；防水功能（游泳时可佩戴）……

图 3 华为手环 3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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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如果你需要来电提醒、短信提醒、邮件提醒、微信 QQ微博等

需要与手机保持实时同步的功能时，需要手机蓝牙与手环一直连接并与手环保持

一定距离，若超过这些距离，手机手环之间的蓝牙连接断开，那么这些功能都不

可以用了。所以手环的这些功能十分有局限性。

手机的遗忘或遗失：现代人的忘性比较大，有些东西摆在那里，但可能过一

会就记不起它放在哪里。有些人早晨上班可能急匆匆出门，而忘带手机或者正要

出门时却忘记手机放在哪里了。从而可能要耽误时间去找手机或者直接会影响了

工作的效率。在这样短距离遗忘手机的情况中，如果你配有一个手环，那么手环

与手机蓝牙连接断开时便会提醒你，避免遗忘手机。但有些时候手机被盗，超出

了一定的距离，手环与手机之间的蓝牙连接也早已断开，我们在很大几率下是无

法感知到手机的丢失的，而等到我们反应过来想要寻回手机时，早已不知手机去

向何方，当然我们也可以报警，但很多人觉得这样很麻烦，从而选择再买一个手

机，但是这样我们的损失会很大。但是如果选择报警，其实找回手机的几率也是

十分渺茫的。

但是在美国，2011年，Lookout公司帮助近亿名手机用户跟踪定位他们丢失

的手机。仅仅 4秒，一部手机就能被定位。但是《Lookout》需要通过 iPhone 访

问 Watch AppStore 来安装程序，其他品牌系统的手机就不可以。

而在中国我们不可能人手一台苹果、一个 Apple Watch。但其实对于这种情

况我们是否也可以创新出我们自己的《Lookout》呢？我们本次的创意就是通过

智能手环与设定手机配对后再运用北斗高精度定位，在以往利用红外线等技术感

应手机距离超过一定限度开始报警的基础上，增加手机和手环通过芯片连接在一

起，搭载芯片的手环通过无线信号与已经和手环初步配对好手机连接，再通过运

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轨迹回放功能对其进行定位，轨迹回放。并且还可以在

运用一个 APP实现对遗失手机内一些数据的提取保存和自毁。

图 4 手机与手环蓝牙互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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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ookout 的位置显示

图 6 系统功能结构

3 应用方案
3.1 相关技术和功能

3.1.1 北斗技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民用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10米精度的定位服务、

0.2米/秒的测速服务、误差不超过 10ns 的时间服务，而且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

还在不断增强，最终能够提供精度为 1米甚至更高精度的定位;如果增强系统，

北斗导航的精度将能够提高到厘米级别。

而我们本次创意运用到的就是北斗的高精度定位系统，轨迹回放功能以及其

时效性好的特点。将北斗的高精度定位，轨迹回放及手机和手环的互联相结合在

一起，在手环的显示屏中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到手机距手环的精确距离，以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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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不在身边手机的移动轨迹，在手机丢失后直接定位手机，找到手机。

图 7 图北斗轨迹回放：基于定位与地图的结合

3.1.2 芯片技术构成

手环端芯片包括的模块：无线信号发射系统、无线信号接收系统、测距系统、

辅助系统。手机端芯片包括的模块：无线信号接收系统、无线信号发射系统、语

音识别系统、手机控制系统、危险报警系统 。 通过卫星接收和发出信号，实时

定位两者坐标系 。

3.1.3 APP 应用设想

首先先编写一个数据自毁程序，然后将它转为一个 APP放在手环和手机内。

当手机遗失之后，可以用手环通过这个 APP发送一条特定信息给手机，当手机

内的这个自毁程序检测到这条信息时便会触发自毁程序。而这个自毁程序先包括

手机内信息的一个提取，它可以将你手机内的这些数据直接导入到云空间储存起

来后，再进行程序自毁，将手机内的这些信息进行一个自毁，已达到信息安全的

目的。

3.2 具体应用方案

3.2.1 日常手机丢失手环的提示

主要通过蓝牙连接，当手机蓝牙与手环断开时，手环便会发生震动，达到提

醒机主的目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北斗定位系统和时效性，实时了解到手机据手

环的准确距离，方便机主快速准确找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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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距手环一定距离

找到手机，避免忘带

提醒机主
蓝牙连接断开，手环震动

图 8 工作原理图

3.2.2 手机遗失被盗

主要通过运用北斗的定位系统、轨迹回放功能及时效性好的特点，在手机丢

失一会后，能在手环屏幕上实时精准定位手机位置，查看手机距手环的距离，显

示手机移动的路径。以达到帮助机主快速确定手机位置，找到手机的目的。

手机距手环一定距离

机主寻找同时通过手环锁手机

提醒机主
手环震动

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手环使手机

发出警报声

超出范围，通过手环路径回放，

定位功能

帮助机主找到手机 确定手机移动路径，位置

图 9 工作原理图

3.2.3 手机追回

现在的手环与手机可以蓝牙连接，而在一定的范围之外（大概在 10米左右），

便会震动，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小手机遗落或遗失的风险。但是在家中，如

果你的手机遗落在某个角落，而你正急着出门蓝牙震动确实可以提醒你别忘带手

机，但是具体手机在何处有需要花费一番功夫去满屋子的寻找。但是通过北斗高

精度定位功能与其时效性好的特点我们可以在手环时实时看到手机距手环的距

离，以方便我们准确快速的找到手机。

但蓝牙连接断开时产生的震动是短暂的，如果被人偷走的话，也许当你感受

到震动时，那人已经跑的很远了。而对此我们通过实现将手环与手机用账号登录

连接，当机主发现手机丢失后可以通过手环让手机一键锁住，在一定范围内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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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手机播放一段大声的音乐，而超出这个范围之后，机主可以配合着通过运用，

帮助机主快速找到手机，减小损失。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例如出门吃饭手机丢失，但回家后才发现，时间间隔较

长。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自毁程序 APP，先将信息同步到自己的云空间内接着进

行手机信息的自毁，然后还是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及路径回放功能，在

手环上显示出手机的位置及移动路径，在确定一个大致范围后借助警方力量找到

手机，或者通过手环上实时显现的手机距手环的距离快速自己找到手机。

4 发展前景

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在手环不能与手机通过蓝牙连接的情况下实

现它们之间的互联，其次需要在这个手环和手机内植入一种芯片，编写一个自毁

程序并将其转为一个 APP下载到手机手环内。

前景展望：如今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不少人手机

绑定了微信、支付宝、网银等直接联系个人隐私的应用，一旦哪天丢失了，后果

不堪设想。一旦哪天手机丢失了 ，这不仅意味着金钱上的损失，更是大量重要

资料个人隐私的流失、泄露。

最重要的是在美国早在 2011年，Lookout公司便帮助近亿名手机用户跟踪定

位他们丢失的手机，发明了这样一个手机快速定位找寻的 APP，但它也仅限于苹

果的 iOS系统。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手机的拥有量也很多。因而，若手机遗失后

无法找回，导致信息泄露，那么叠加后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而且随着北斗

系统的不断发展，其功能的不断提高，将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和路径回放功能与手

机手环的互联功能结合起来，以达到防止与避免手机丢失与遗忘的目的是十分有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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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创新应用方案

作者：官敏

指导教师：梁育虎、段付河

所在省市：云南省开远市

【摘要】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大矿场，海水中有多达 80种化学元素，基本上

是人类进行工业活动的重要的工业原料。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大药房”，药学工

作者用目前已从 20多万种海洋生物中筛选出具有药理活性的海洋生物 1000种以

上，同时还从海洋矿产和黑泥中发现和提炼出多中药物。海洋是人类的“大能源

库”除可以利用潮汐、波浪、海水温差等发电外，海水中蕴藏的铀为陆地储量的

数千倍，氕和氚所蕴藏的总能量极大。海洋也为地球大气提供氧气，吸收温室气

体缓解温室效应。除了海洋地质灾害，人为的污染使得海洋的水质，生态系统遭

到破坏。人类需要采取一定有效的措施，否则海洋将无法继续承受海洋污染，同

时也会极大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甚至生存。海洋垃圾污染的广泛性及其对沿海经

济影响表明，其治理方法的复杂性和难度大。即使现在各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来治

理，取得初步效果，但是却无法很好解决清理进入海洋环境清理的任务。垃圾一

旦进入海洋便会具备持续性强和扩散范围广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加大了海上船

舶收集垃圾的难度。本论文就是要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利用北斗的导航和定位等

功能，来辅助完成对海洋的保护，及时垃圾的发现，追踪和控制，切实治理海洋

垃圾。并在发现海洋资源，初步感知海洋活动上起一定作用。

【关键词】北斗系统；海洋；环境保护；资源开发

【Abstract】The ocean is the future of mankind's big mining field, there are as
many as 80 kinds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the sea water, basicall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for human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 ocean is the "big
pharmacy" of mankind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more than 1,000 kinds of Marine
organisms with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have been screened out by pharmaceutical
workers from more than 200,000 kinds of Marine organisms. At the same time, many
Chinese medicines have been found and extracted from Marine minerals and black
mud. The ocean is the "big energy reservoir" of human being. In addition to using tide,
wave and seawat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the uranium
contained in seawater is thousands of times of land reserves, and the total energy
contained in hydrogen and tritium is great. The oceans also provide oxygen to the
Earth's atmosphere, absorbing greenhouse gases and mitigating the greenhouse effect.
In addition to Marine geological disasters, man-made pollution makes Marine water
quality and ecological system destroyed. Human beings need to take certain effective
measures, otherwise the ocean will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to withstand Marine
poll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normal life of human beings,
even survival. The extensive nature of Marine garbage pol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coastal economy show that its treatment method is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Even
though some policies have been adop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and have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the task of cleaning up the Marine environment
cannot be well solved. Once garbage enters the ocean, it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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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persistence and wide diffusion, which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hips to collect
garbage at sea. This paper is to make use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Beidou and other functions to assist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ocean, timely garbage discovery, tracking and control,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Marine garbage. And it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the discovery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preliminary perception of Marine activities

【Key words】Beidou system; oce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1 研究背景
1.1 海洋污染原因以及危害

污染原因：海洋自身因地质活动以及动植物和微生物生态平衡偏差导致的污

染。空气流动和降水带入的污染物。内陆河流在汇聚过程中携带污染物进入海洋

水体。人类活动向海洋倾倒、排泄废弃物。另外人类活动还给海洋施加了水循环

障碍、以及能量循环障碍。

海洋垃圾（如图 1）正在吞噬着人类，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在第三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上也对此进行磋商，并认识到如果不加以制止，任其发展就会对生态

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海洋运输及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图 1 海洋垃圾

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突出优势

使用三频信号，三频信号可以更好的消除高阶电离层延迟影响，提高定位可

靠性，增强数据预处理能力，大大提高模糊度的固定效率。而且如果一个频率信

号出现问题，可使用传统方法利用另外两个频率进行定位，提高了定位的可靠性

和抗干扰能力。北斗是全球第一个提供三频信号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

http://www.so.com/s?q=%E6%B5%B7%E6%B4%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0%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E%AE%E7%94%9F%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9%BA%E6%B0%9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1%A1%E6%9F%93%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6%85%E9%99%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2%B3%E6%B5%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0%B4%E4%BD%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7%B1%BB%E6%B4%BB%E5%8A%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0%91%E6%B5%B7%E6%B4%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A%9F%E5%BC%83%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0%B4%E5%BE%AA%E7%8E%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0%B4%E5%BE%AA%E7%8E%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E%AA%E7%8E%AF%E9%9A%9C%E7%A2%8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09

有源定位及无源定位。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当你观测的卫星质量很差，数量较

少时（理论上，无源定位至少要 4颗卫星才能解算 XYZ和时间四个未知参数，

实际需要的更多），仍然可以定位。

境内监控。卫星定位系统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空间星座部分，地面监控部分

和用户接收机部分。其中，地面地面监控部分又由三大部分组成：监控站，主控

站，注入站。GPS系统在全球建了 5个监控站，1个主控站

定位精度。北斗系统定位精度由水平 25m、高程 30m，提高至目前水平 10m、

高程 10m，测速精度由每秒 0.4 米，提高至 0.2m，受时精度优于 20ns，目前在

中国及周边地区，北斗系统服务性能与 GPS相当。

2 应用方案创新点

此方案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协

助开发及对海洋垃圾的追踪和控制。探索可能出现新能源的区域；减少后期海洋

污染处理成本。此外还能更新海图数据等重要情报，加深对海洋情况的了解，防

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体系构成重大的不可逆危害。

3 治理海洋垃圾方案
3.1 方案的设计思路

针对海洋漂流垃圾进行跟踪与控制问题，研发一款设备。海水涨退潮时将此

设备分别放出，通过地形海图匹配，陀螺仪的协助方式来进行定位，由于会出现

误差需要一段时间后连接北斗全球定位系统修正。根据路径可制成简单的近海洋

流图。在设备速度逐渐趋缓的阶段，打开摄像装置，查看周围是否存在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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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海洋垃

圾之后，依据差别程度的垃圾进行不同的治理措施。期间此设备可以从两边投掷

出两个球状物，且与设备主体之间连接浮动栅栏，起到拦截和收集海洋垃圾作用。

在派遣工作人员处理垃圾。如果离海岸线太远的海洋垃圾，生态环境允许的情况

下，不需立刻处理，等到洋流，海浪等各种因素将垃圾靠近海岸线时，在进行拦

截与收集，减低成本，时间。待设备与海岸较为靠近时，进行回收。

3.2 方案流程图

此方案流程图如图 2所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10

图 2 主方案流程图

4 寻找海洋化学能源方案

结合气象图，洋流图和海洋化学物质分布图（如图 3）进行投放设备，减少

设备受损丢失现象。放置于靠近可能出现能源位置。因海洋自身运动的原因，深

海的稀土元素深海黏土沉积会运动到浅海，也可用此设备去寻找。结合北斗定位

或遥感等到达指定范围进行可控移动或自由移动。发现目标后共享信息，对能源

进行收集开采等，进行分析元素全量，各形态的含量和存在形态的分布特征及相

关性进行系统研究，能知道:元素含量水平,主要存在形态。

图 3 海洋化学物质分布图

5 设备及实施方案
5.1 总设备

总设备：惯导+北斗芯片（定位作用）陀螺仪（稳定作用）超高频主动声纳

（防止撞山或者探测水雷）基础条件仪器（使仪器正常运行）

5.2 设备外构

大体呈圆形。因为相同表面积，球的体积最大，能装载更多的仪器能实现更

多功能；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也易躲避伤害；球形球面上两点之间有个最短距离，

球形的任何一个地方受力，力都可以向四周均匀地分散开来,球形也可以承受巨

大的压力。

材料主要为铝制品。因为同处海洋环境，以一般的船只的船身材料为参考。

绝大部分的是玻璃钢，其质轻而硬，不导电、机械强度高、耐腐蚀，因其工艺简

单、可塑性强、破损易修复等特点。少部分的是铝制船身，铝接触空气后会在其

表面形成一层致密，坚固的氧化铝薄膜，能很好地抵御海水内各元素的侵蚀。再

加上阳极氧化技术，工业铝型材在海水中能保持一种非常稳定的形态。但铝材料

也存在价格高的缺陷。考虑到抗冲撞安全性问题。因为金属如果撞了更多是出现

一个洞，而玻璃钢则可能一裂一道大缝。前者能通过塞子堵上，后者可没有什么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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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一个小型摄像头，用于不便遥感探测时，来判断是否周遭存在垃圾，且

判断垃圾污染程度。

斜上端有两个可自动打开的孔，用于投掷出空心铁球，铁球与设备直接用渔

网相连，可起到拦截作用。

5.3 设备内部主要仪器

定位功能——北斗+惯性组合导航模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全球、全天候、

高精度的优点，但也会受到气象、地形等外界因素干扰。而惯性导航是通过陀螺

仪等惯性敏感器件测算角速度变化，得到在导航坐标系中的速度、偏航角等信息，

再根据运动学积分方程把它结算变换到导航坐标系中，得出行进方向、行进速度、

行进时间，进而推出所处位置的。由于惯性导航系统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

外部辐射能量使它自然地不受外界的干扰，无论是地面、海上、空中甚至是深海、

地下的平台，搭载上它都可以随时随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稳定作用——陀螺稳定器陀螺仪。增加一个小型操纵陀螺仪。一旦设备侧倾，

小陀螺沿其铅直轴旋进，从而使主陀螺仪框架轴上的控制马达及时开动，在该轴

上施加与原陀螺力矩方向相同的主动力矩，借以加强框架的旋进和由此旋进产生

的对设备的稳定作用。

保障安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有助于加强海上生命安全、提高航行的安

全性和效率，以及对海洋环境的保护，防止撞山或者探测水雷。它还提供船队管

理、船舶搜索、船舶筛选、全球 AIS船位查询、历史轨迹查询、台风预警、自定

义电子围栏等功能。AIS 在水上交通指挥效率，协调救助行动等方面比传统的

VTS 具有明显的优势。AIS 可以提供实时、准确的管制水域的船舶数据，通过

AIS 基站的中转，可以克服港口雷达探测距离限制，扩展 VTS的覆盖范围，弥

补了雷达在大雾和雨雪等恶劣天气下不能探测目标的不足。

5.4 实施过程

5.4.1 治理海洋垃圾

将设备海水涨退潮时分别放出，通过地形海图匹配，陀螺仪的协助方式来进

行定位，由于会出现误差需要一段时间后连接北斗全球定位系统修正。根据路径

可制成简单的近海洋流图。期间会遇上较大的海浪或巨大障碍物，所以要有一定

的探测能力与躲避能力。可使用民用 AIS等来探测。在设备速度逐渐趋缓的阶段，

打开摄像装置，查看周围是否存在海洋垃圾，海面上有风，所以海面不平稳，需

要陀螺仪来进行对摄像装置的稳定。在确认海洋垃圾之后，按照差异程度的垃圾

进行不一的治理措施。期间此设备可从两边投掷出两个空心铁球，且与设备主体

之间连接渔网，起到拦截和收集海洋垃圾作用。再派遣工作人员处理垃圾。如果

离海岸线太远的海洋垃圾，生态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不需立刻处理，等到洋流，

海浪等各种因素将垃圾靠近海岸线时，在进行拦截与收集，减低成本，时间。在

靠近海岸线时，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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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寻找海洋能源

结合气象图，洋流图和海洋化学物质分布图进行投放设备，减少设备受损丢

失现象。可结合遥感等观测设备来进行对此设备的轨道控制。放置于靠近可能出

现能源位置。结合北斗定位或遥感等到达指定范围进行可控移动或自由移动。发

现目标后共享信息，由人工对能源进行收集开采等。设备将在其位置进行标记，

为以后再次寻找提供便利。

6 前景展望

此方案的优势就是可全天侯寰球、全时间工作，过程简略易操作；跟踪与定

位一体化使其具有更多的附加价值；适用于大多数海洋漂流垃圾；数据更新率高、

短期精度和稳定性好。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设备的价格较昂贵；北斗系统属于有源定位系统，

系统容量有限，定位终端比较复杂；北斗系统属于区域定位系统，目前只能为中

国以及周边地区提供定位服务；设备容易受环境，生物等影响，如遇上海洋地震

等自然灾害就会造成经济损失和危害。尽量使用占体积小的仪器，减少用料，减

少费用。定时进行北斗观测或遥感，及时回收向海洋旋涡有运动趋势的设备。

运用北斗成熟的技术，对海洋进行发展与保护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海洋

的资源丰富，对于人类生存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相信通过北斗定位系统，一定

能为保护海洋环境和人类发展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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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引路盲杖

作者：覃怡然

指导教师：王善云、余泳

所在省市：四川省德阳市

【摘要】北斗引路盲人手杖，帮助盲人更好地出行，识别障碍，最大程度避

免危险。以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数据分析等功能为主，Seeing AI 项目技术

和超声波技术为辅助，帮助盲人出行便利。北斗精准的定位系统，让盲人的实时

位置准确的显示在家人的手机屏幕上，亲属能够时刻跟踪盲人的位置信息。通过

北斗的导航，语音提示，超声波测距，让盲人对障碍物更加敏感，减小伤害的发

生更加保障盲人的安全。通过北斗提供的大数据分析，制定规划最精确的路线，

让盲人的行走更加无阻。实时保障盲人的安全。另外，有了北斗与其他技术的结

合，使盲人更加有积极出行的信心，不仅促进了盲人的出行，也是盲人更好地融

入社会生活的途径。

【关键词】 北斗系统 盲杖 导航定位

【Abstract】The Beidou guide walking stick helps the blind to better identify
obstacles and avoid danger to the greatest extent.With the navigation, positioning,
data analysi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Beidou system as the main function, and the
Seeing AI project technology and ultrasonic technology as the assistance, it helps the
blind to travel conveniently. Precise positioning system of Beidou allows the real-time
location of the blind to be accurately displayed on the mobile phone screen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can track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blind at all tim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lind.Through Beidou navigation, voice prompt and
ultrasonic ranging, the blind can be more sensitive to obstacle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injury and better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blind.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provided by Beidou, the most accurate route is formulated to make the blind walk
more easily. In addition, the combination of Beidou and other technologies makes the
blind more confident to travel actively,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travel of the blind,
but also provides a better way for the blind to integrate into social life.

【Key words】Beidou system navigation guide walking stick Precise
positioning

1 前言

盲人出行一直是一个较为困难的事情，路遇障碍，车流，会有较大的安全隐

患。虽然如今设置了盲人专属道路，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未被覆盖。导盲犬也会遇

到一些阻碍，为盲人带来不便。若能将北斗系统与手杖结合起来，会为盲人的生

活出行带来不少便利，也更安全。以下是通过北斗系统的帮助而想要到达的目标。

1.希望通过北斗的精准定位的帮助，让盲人出行有更少的安全隐患，身边人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14

可以实时了解盲人的位置，以便通信联络与提供帮助。

2.希望盲人出行对于障碍物的识别更快速，减少受伤的危险。

3.希望北斗导航系统的参与，使盲人出行的预见性更高。导航提供的路线与

定位更精准，使盲人对于出行更加心安。

4.北斗系统与其他系统如 Seeing AI 项目技术的结合，为盲人出行提供更好

更有效的帮助。切实的帮助可以使盲人更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中来。

2 思路与方案

1.在盲人手杖上安装北斗系统，实时精准定位，使盲人的位置会被家人知道，

最大可能地减少走失，迷路等可能。设计交互模块，实现家人对盲人的实时跟踪。

交互模块主要涉及盲人与家人之间的通信和紧急联络功能。需要手机和互联网的

参与，与手机通信类似，更加上了北斗系统的帮助。提高对危险的敏感性。在手

杖上设计一个便捷的紧急按钮，能够第一时间联络紧急联系人，最快速地得到帮

助。遇到危险情况，只需要按下手边的按钮，就能够发出自己的所在位置，并展

开对紧急联系人的联络。

2.对障碍物的识别中，可借助超声波避障。如今随着无人机的普及，超声波

已成为常见的测距方式。虽然超声波比起红外线的测距精度和广度更加逊色，但

是盲人的避障本身需要的精度功能并不高，超声波可以满足，且这项技术比红外

线技术的成本更低。超声波的检测，为北斗系统的导航提供了条件。检测到障碍，

语音根据北斗的指定路线实时提醒，盲人的道路将更加畅通。

3.利用北斗的大数据分析，对盲人出行的路线进行合理规划，这样的导航系

统对普通人很实用，对盲人更加实用，减少路程，就减少了危险。另外，需要分

析出盲人出行的常去地点，常经道路，对这些地方的实时路况信息掌握的更加详

细，以便路线的更改与规划，及时提醒盲人更改路线。数据的分析，整理，方向

的规划都很有必要，那么北斗导航系统便大有用处了。

4.导航需要语音播报，为盲人实时播报路线，方向，下一步的行走方向。

Seeing AI 在 2016 Build 开发者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这项微软认知服务技术，

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来描述一个人的周边环境，朗读文本，回答

问题。Seeing AI 既然可以用于手机应用，那么很有机会可以与北斗导航系统联

系起来，为盲人的出行提供更人性化的选择。盲人的出行，除了因为硬件设施问

题和安全问题有阻碍之外，其实还有自身的心理障碍。那么这项技术与北斗的精

准定位联合起来，会给盲人极大的信心，安全感，还有语音的陪伴。

5.可配备无线耳机，这样可以防止噪音干扰。

6.盲人手杖的升级，会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15

3 具体设计

图 1

图 2

遇到紧急情况，
按下按钮

北斗实时定位 定位发送到联系人手机上，
并打开通话联络

图 3

1.如图 1，是盲杖的基本构造。按钮在靠近盲杖上部手柄位置，长按则触发

紧急联系系统与北斗定位发送。语音导航可外放，也可用无线耳机播放。中上部

有可伸缩结构，便于收放使用。下部分布超声波探测器与防滑杖尖，便于探测，

支撑。

2.图 2 所示为超声波原理图。由于测量距离大于实际距离，为盲人提供足够

的时间反应调整。

3.图 3 为紧急情况的处理流程图。

4 本设计的创新之处

本设计通过北斗导航，语音功能播报，和超声波技术的结合运用，为盲人提

供更好的出行条件。以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数据分析等功能为主，Seeing AI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16

项目技术和超声波技术为辅助，帮助盲人出行便利，亲属能够时刻跟踪盲人的位

置信息，更加保障盲人的安全。另外，有了北斗与其他技术的结合，使盲人更加

有积极出行的信心。

5 结论

北斗引路盲杖通过北斗技术与多种技术的运用，为盲人的生活提供帮助，更

人性化，更让盲人有更好生活的能力，促进盲人出行的人性化，精准化。有效地

帮助盲人克服生活出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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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与衣架反射原理的盲人导航装置

作者：刘响、 钟储宇、邓建君、裴宗瑞

指导教师：张晓蓉

所在省市：四川省成都市

【摘要】本装置立足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位置共享功能与衣架反射现象，

旨在为广大盲人群体研发一款实用性强的导航装置，解决盲人群体的出行难问题。

过去的盲人导航系统多是采用超声波和手机导航相结合。他们只能测算使用者大

体方位，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留给使用者的反应时间不足，导致路线不仅与测

算相差甚远且无法准确更正，还有许多安全隐患。为此，我们利用衣架反射的可

控性与“北斗”导航定位的准确性，设计出了一款可靠性高，操作简单的盲人导

航装置，其克服了前者的不足，通过施加一个压力来做到精确地偏转头部，指向

正确方向，还能通过定位自动微调路线，保证使用者始终走在安全正确的路线上。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导航；衣架反射

【Abstract】The equipment is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which provides positioning function and Hanger Reflect.The purpose of it is to
develop a useful navigation system for the blind,solving their question Of hanging
out.Past navigation system uses ultrasonic and Mobile navigation mostly.They can
only locate users inexact position,provide an inexact direction.Also,they can’t give
much time to users so that the direction is wrong and users can’t correct it.As a
result,there is danger along users’ way.To solve these problems,we have designed a
dependable and simple navigation with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Hanger Reflect and
the accuracy of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It overcame the faults of the
pioneers by press users’ head exactly to change it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At the same
time,it can adjust direction automatically based on users’ position to ensure the users
is walking in the safe and correct direction.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Navigation、Hanger
Reflect

1 研究背景

在中国以及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盲人存在,但我们几乎没有在意过他们。根据

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世界上至少有四千万的盲人，而他们中大约百分之十八生

活在中国。这些盲人出行有着难以消除的障碍，它们对盲人出行安全有着巨大潜

在隐患，尤其是过马路，乘公交时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仅对他们出行有诸多

不便，还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有着潜在威胁，例如不知道什么时候绿灯亮，马路上

有没有转弯车辆，来的是否是自己需要乘坐的车辆等等不便于他们行动的局面。

他们大多都不愿出门，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出门，而是他们不敢出门。当我在街道

上细心观察后就发现盲道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占位，如私家车，自行车，电线杆

等。这些路障严重地影响了盲人的出行安全，使他们的出行更加困难。所以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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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一款盲人智能导航仪来帮助盲人更安全，方便地在街道上行走。

图 1 街头被占用的盲道

利用现代新科技帮助盲人也是当代的必要需求之一，对此已经有许多专家对

盲人的出行做了调查并研发了相关产品，调查显示多数盲人因出行不便不愿出行，

从一开始的盲杖到后来的盲人眼镜，都是通过即时感应帮助盲人。盲道设计不合

理，盲道不连续，一般处交叉口都有许多障碍设施。 目前现存的过街语音提示

系统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四个方向的语音同时提示示，对于不熟悉道路的盲人来

说不知道声音是从哪个方位传来， 并且，在交通量大的位置，车流人流的嘈杂

声会严重干扰盲人的听觉，并且语音系统的承载物也影响到城市形象。而现在研

发的产品存在感知距离小，防护不全面等问题。

2 研究现状
2.1 现行常用导盲措施

2.1.1 导盲犬

导盲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狗，是工作犬的一种。会适时站立、拒食、帮助盲

人乘车、传递物品等。但是它本身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虽然经过专业训练，但

还是会受到别人影响，也受到狗狗本身个体因素的影响。

2.1.2 导盲眼镜

导盲眼镜是一种专门为盲人等无视力人群和低视力人群发明的导盲探测装

置——集成电路超声导盲。它通过超声波碰撞物体然后反射回来的原理，通过耳

塞将信息传递给盲人。但它对盲人的导航寻路并没有直接的帮助。

3 研究原理及方案设计
3.1 北斗导航的工作原理

北斗卫星导航的主要工作流程是先由主控制中心向北斗卫星发射信号，卫星

接收信号之后再发送至转发装置的服务器并且转发给用户。用户响应转发信号后

发送回应信号至卫星处，卫星接受信号后会进行数据处理，根据主系统测试出的

两次信号发送时间延迟。由电磁波的传播速率为 30000km/s可以计算出用户到第

一颗发射信号的卫星的距离与用户到其他卫星的距离和。从而可得知用户处于以

卫星为球星的一个球面上。并且也处于以其他卫星为球星的球面上。即在各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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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汇点处。主控制系统可以通过调用数据化地图来找到用户高峰值，最终住控

制系统可以计算出用户的所在位置坐标，并且将坐标发送给用户。
【2】

3.2 衣架反射作用机理

当被实验者的额颞区被衣架拉长部分夹住时，他的头会不自然地向被夹一侧

偏转。我们进行了实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产生头部偏转现

象，而我们认为未产生此现象的人群是因为衣架未戴准合适的位置或是衣架施加

的力强度不够。由于此现象对于普通人群和患颈肌张力障碍人群都会产生，所以

我们认为其不是由于皮肤的感应现象而导致的偏转，而是因为其对皮肤施加了剪

切力而导致头部向被剪切方向偏转。当被实验者戴上衣架后衣架会施加给被实验

者头部皮肤一种剪切力，被实验者皮肤会变形而受到一种摩擦阻碍，于是头部会

向着剪切方向转动来减少这种不适感。而当头部转动时，皮肤也会跟着转动，并

且保持偏斜，所以最终头部会偏转到一侧。

图 2 衣架所施加的剪切力和头部偏转方向

3.3 方案设计

3.3.1 总系统图

图 3 盲人导航系统工作流程

本装置由三大模块组成，分别为“北斗卫星系统”、“控制系统”、“导航仪系

统”，三个模块互相联系，共同工作，构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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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盲人导航系统结构图

盲人导航仪部分由六大模块组成，分别是“控制计算模块”，“避障模块”，

“语音模块”，“驱动模块”“导航模块”与“识别模块”。

图 5语音模块系统图

4 创新点与优点

本装置与过去常用装置最大的创新点即为综合了北斗卫星的精确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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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衣架的灵活性，例如，当使用者在转角处不同位置上时，可以通过施加不同大

小的力来使头部转过不同的方向，使用者只需要向这个方向转向即可。而以往大

部分导盲系统所采用的语音播报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与延时性，很容易使使用者错

过路口、转向不精准、无法立即提醒以更正走向。并且此装置结构简单紧凑，可

以批量制造，可以部分代替价格相对高昂且数量较少的导盲犬。并且此装置可以

改变外观，做成帽子的形状，以满足使用者在美观性方面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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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北斗智能观光车设计

作者：吴雨奇、李愉悦

指导教师：梁育虎、叶泽

所在省市：云南省开远市

【摘要】随着生活变得更美好，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在节假日期间

往往都会全家出行去往各种旅游景点，如博物馆，公园、艺术博览会等。但由于

放假期间人员爆满，景点人力不够，就会导致游人找不到方向，常常发生游客在

景区里迷路的情况。但是如今，随着我国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的飞速发展，已经

减少了许多安全问题，但是，威胁游客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为此，我们在普通

观光车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北斗定位智能观光车。普通的观光车需要有专门负责

驾驶的驾驶员来控制，这样就会导致人工成本变高，而智能观光车，会通过人工

智能以及北斗导航相结合的技术，从而设计了一款北斗智能观光车来解决这一问

题。

【关键词】智能；自动导航；便捷

【Abstract】 As life becomes better and people pursue higher quality of life,
they often travel to various tourist attractions such as museums, parks and art fairs
during holidays. However, due to the full number of people during the holiday and the
lack of manpower in the scenic spot, the tourists can not find the direction and often
get lost in the scenic spo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eidou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in China, many security problems have been
reduc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hidden dangers threatening the safety of tourists.
Therefore, we designed a Beidou Positioning intelligent sightseeing car based on the
ordinary sightseeing bus. Ordinary sightseeing vehicles need to be controlled by
drivers who are specially responsible for driving, which will lead to higher labor costs.
However, intelligent sightseeing vehicles will design a Beidou intelligent sightseeing
ca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intelligence; automatic; navigation; convenience;

1 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的 5A级景区正在加快“大交通建设”，每年的景观车需求都非常旺

盛，加上还有近千家 4A 级景区中大多数都在积极申报 5A 级景区，而 5A 景区

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封闭式的“景区大交通”管理，所以说旅游景观车的市场空

间尤为巨大。目前观光车广泛应用于酒店，景区，工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

码头，体育馆，公园等场所，如果观光车能够自动化寻路观光，带领游客感受独

属于现代北斗科技的美丽，就可节省大部分人力及物力。给游览者以及工作人员

带来极大的方便。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由于人为操作失误而造成的安全事

故。例如：在 2017年 1月 29日，一游客在峨眉山景区非游览路线迷路，坠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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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受伤，乐山警方接力 12小时，于大年初一 4时 30分许，将游客救出送医。在

当时，由于我国卫星定位系统尚未完善，就出现了无法正确定位到该游客的情况，

这就给搜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使游客们不能够愉快的游行玩耍。

图一 中国近几年观光车趋势

2 创新思路：

在原有的观光车的基础上，缩小观光车体积，使其更加便捷轻快，既适合单

人游览，也方便旅游团的出行。全程自动化，能够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和视频感

应装置实现自动智能驾驶和路程规划，并且还有人工智能 AI精灵为游客服务。

3 应用方案：
3.1 控制

以传统观光车为原型，在此基础上装载搭配北斗定位芯片和触摸显示屏的微

型电脑。通过电脑内置终端程序来控制其行进路径以及行为。具体程序流程如下：

主操作界面→用户选择目的地→规划景区行进路线→终端发出信号→观光车出

发→避开道路上的障碍→实时定位显示目前所在位置→到达目的地后自动提示。

也可进入自由操作模式，即让微型电脑程序进入待机状态，通过传统方式操作观

光车行驶。观光车的移动行驶可利用视觉 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通常也

称为 AGV小车 )的原理：该种 AGV上装有 CCD摄像机和传感器，在车载计算

机中设置有 AGV欲行驶路径周围环境图像数据库。AGV行驶过程中，摄像机动

态获取车辆周围环境图像信息并与图像数据库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当前位置并对

下一步行驶做出决策。

3.2 导航

基于北斗卫星的智能导航系统，在识别区域内，待使用者选择想要去的地方

或目的地后，自动规划行进路线并且驾驶至目的地，并且在程序内实时定位反馈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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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操作界面

3.3 自动规划路线

一个景区内所有智能观光车组成一个数据网络，观光车通过向管理终端传送

和下载数据实现只能观光车之间的信息交互，观光车内置 AI精灵通过录入大量

观光车的进出路线，计算分析大数据，规划出一条最适游览路线。进出园区的路

线分为退车道和入车道，通过北斗高精度测量技术，误差缩小至 1.2m，指引观

光车行驶正确车道。

3.4 能源

充电自动化；当观光车的电量行将耗尽时，它会向管理系统发送请求指令，

请求充电（一般技能人员会事先设置好一个值），在管理系统允许后自动到充电

的地方“排队”充电。

4 系统：
4.1 统一管理和自动回收系统

所有观光车都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上，由管理机来进行统一管

理，当待机的观光车收到管理机的一定指令后，则由自带的自动驾驶系统实行自

动返回指定点操作。如有任何一台观光车脱离了网络，或者超出区域范围，管理

机报警，并关闭观光车电源，由管理员来进行后续操作。

通过连接北斗卫星，通过卫星将公园、博物馆等景区的实时情况传输至总控

制室，再由总控制室内的专业人员进行观光车的调配，实时监测观光车的走势，

并针对某些观光车有可能出现的误差进行实时分析。

4.2 身份识别系统

游客在管理员处得到身份识别卡后，在观光车上内置的身份识别区域扫描之

后，则可自动授权游客使用。管理员携带的管理员权限卡，可以唤醒待机的观光

车，并进行下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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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音讲解员

游客可向景区管理人员索要无线蓝牙耳机，通过与智能观光车的系统相连，

可以启动语音讲解模式。即：与车内的人工智能 AI 精灵相连，每行驶到一个景

点，AI 精灵都会自动为游客讲解有关于该景点的内容，从而更加方便了游客的

游玩过程。

AI 精灵：是一种类似于“小度”的人工智能 AI，它位于每个游览车内，可

根据游客的不同需求来实行播放音乐、语音讲解、陪游客聊天等多种功能。

6 前景展望

随着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智能观光车的实现

将不再是梦想，再加上我国人口基数众多，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国内旅游业

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潜力较大，再加上智能观光车便捷，受众面广的特点，

一旦投入生产，将会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

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制约其发展的，可能只是制造成本和设计专属于智能车

通道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被解决，那么北斗智能观光车，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AGV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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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行道路预警的应用方案

作者：骆健

指导教师：叶泽、文媛

所在省市：云南省开远市

【摘要】目前，汽车运输是危险化学品的主要物流方式，而承运危险化学品

的运输车辆是流动的重大危险源，相比普通车辆更易发生事故，而且事故具有突

发性、复杂性和更大危害性，造成经济损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员伤亡等

一系列社会问题，本论文就是要借助北斗导航系统，利用北斗的定位、导航和测

速等功能，结合车载先进安全系统打造高度智能化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优化危

险化学品运输体系，为危险化学品运输保驾护航，在不同情况下，提供多种服务，

在运输过程中，辅助驾驶，并在紧急情况对驾驶行为进行纠正；在事故发生后，

后台数据中心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救援。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危险化学品运输；辅助与紧急纠正；及时救援

【Abstract】At present,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is the main logistics mode of
dangerous chemicals, and the transport vehicles carrying dangerous chemicals are the
major dangerous source of flow. Compared with ordinary vehicles, accidents are more
prone to occur, and accidents are sudden, complex and more harmful, causing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economic loss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amage, casualties and so on With the help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eidou's
positioning, navigation, speed measurement and other functions, combined with
advanced vehicle safety system, we should build highly intelligent dangerous
chemicals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optimize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dangerous
chemicals, escort the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and provide a variety of
servic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Assist driving in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and guide
the driving in the top situation In order to correct,；After the accident, the back-end
data center will respond immediately and rescue in time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assistance and emergency correction; timely rescue.

1 背景
1.1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

在当代中国，危险化学品的主要物流方式为汽车运输。而诱发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一些原因是旁人难以干涉的。比如 2002 年河北某县

煤气公司，司机一个人开着载有15 吨液化石油气的运输车去繁华市区的修理厂。

然而该厂的门廊没那么高，槽罐上方的安全阀被撞断后引发了整整 37 小时的大

火。但在现阶段，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绝大多数事故还是发生在公路上，尤其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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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上的侧翻和追尾事故最多。这种事故很少是单方面形成的，而多是运输车

与其它车辆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但凡稍有驾驶经验的人，恐怕都很难说自己

在路上没有遭遇过危险化学品运输车，没有和它们发生过迎头会车、并行、尾随、

超越等关系。同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和放射性等

特点，一旦泄露，不仅会破坏环境，还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甚至

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

图 1 油罐车发生侧翻燃起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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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高精度定位车载终端的广泛进入市场也给北

斗的发展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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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道路预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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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危险化学

品运输，降低危险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奉献一份力量。

2 应用方案的创新点

此方案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北斗的定位、导航和测速等

功能，结合车载先进安全系统，为危险化学品运输提供多种智能化服务。在事故

发生后及时救援有效处理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

3 应用方案的设计
3.1 方案的设计思路

此方案的总体思想：在危险品运输车辆上安装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

度定位模组车载终端并结合车载各种安全系统，将运行数据传输至后台系统，后

台通过计算后对危险品运输车辆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智能预测，自动评估，

对超速，偏离道路，过急转向，障碍物，避让行人，道路限高等情况做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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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中央控制单元对驾驶行为进行纠正，情况紧急时立即停车。同时，驾驶员

的各种驾驶行为和处理措施会上传数据中心，对危险行为进行警告、扣分，达到

一定限度，取消运输资格。北斗导航系统与 ACC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相结合，

实现车队的编队行驶，提高物流效率。

如果驾驶员需要道路救援或应急服务，后台接线员会随时接听驾驶员的来电。

对于紧急状况，只需按下车内控制屏上的 SOS按钮。对于道路救援，按下“道路

救援“按钮即可。如果车辆气囊打开，或者安全带预紧装置启动，车辆会自动提

醒接线员，然后接线员会给驾驶员打电话，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回应，

接线员会通过北斗卫星定位车辆所在地点，同步结合车载传感器接收的数据，分

析受损情况。通过受损情况派遣紧急服务，通知交管部门，救援部门，救护部门，

进行及时救援。

北斗车载定位终端：北斗卫星定位仪，主要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定位，并通

过传输网络与监控中心通信，由前端设备、传输网络、监控中心构成北斗卫星定

位监控系统，实现定位跟踪及智能功能。

图 2 某型北斗高精度车载定位终端

ACC（Adaptive Cruise Control）自适应巡航控制系：这是一种智能化的自动

控制系统，它是在早已存在的巡航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车辆行驶过

程中，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距传感器（雷达）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路，同时轮速

传感器采集车速信号。当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过小时，ACC控制单元可以通过与

制动防抱死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协调动作，使车轮适当制动，并使发动机的输

出功率下降，以使车辆与前方车辆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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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前装备了 ACC 自适应巡航、ESC+EBS 防侧翻、AEBS 防追尾、LDWS 防窜道、

HAS 防溜车系统等等的中国重汽豪沃 T7H 智能版

图 4 路面限高检测示意图

图 5 障碍物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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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LDWS 和前碰撞预警系统 FCWS 示意图

3.2 方案实施流程图

此方案实施的流程图如图 7所示

图 7 方案实施流程图

3.3 方案的优势

技术成熟，意义价值大，改装空间大，；跟踪与定位一体化使其具有更多的

附加价值，适用于大多数各型号运输车辆。

4 感悟

北斗曾是夜空中的星辰，如今北斗是我们看清世界的眼睛。20 年的风雨兼

程，20 年的年春华实，北斗在一步一步中建设起来，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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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北斗的出现，让我们不再受制于人，敢于向美国主导的 GPS

发起挑战。进入全球服务新价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着广阔前景，也面临着全

新挑战，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走向世界的中国北斗大有可为。

作为青少年，我们都心怀理想，国之重器核心在握，国之命脉在吾辈手中，

自主创新赋于我们发声的底气，让我们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我们当不负前辈

的心血，跟随前辈的脚步，培养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

推向更高的世界舞台。我们将志存高远，开拓进取，在不断的生动实践中实现精

彩人生。

5 结语

北斗的发展让我们自豪，但还有许多的难题等待着去破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任依旧压在我们的肩上，只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能为国家做出

自己的贡献。

“北斗雄心导远航，冲开岛链示阳刚，辞离圣土飞天雨，拱卫神舟亮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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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港口自动化运输系统

作者：高远、陈锴 、陈均浩 、朱晨燕

指导教师：杨云焱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改革开放的车轮辘辘向前，对外开放的脚步一刻不停。世界经济的

多元一体，让港口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日益突显其特有的重要性。身为中华儿女，

我们深知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身处依海之省，我们明了海上贸易的无限魅力。贸

易逐渐繁荣，港口日益兴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伴生矛盾亦是重重而

来——吞吐量急遽增加、港口拥堵、货物积压……鉴此，我们策划设计了一个基

于北斗的港口自动化运输系统，旨在借助定位准确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港

口物流中的运输和配送环节的自动化，利用现代智能化技术，充分发挥科技魅力，

着力解决港口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物流传输配送问题，攻克其弊病，有效推动港口

体系向着自动、迅捷、便利的方向发展，大力提升港口效益，以进一步推动国际

地区的经济交流，构建全新智能贸易大国。

【关键词】港口物流 自动运输

【Abstract】The wheel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rolling forward, and the
pace of opening up is never stopped.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makes the por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requent trade. A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China, w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
province close to the sea, we know the infinite charm of maritime trade. With the
gradual prosperity of trade and ports, as well as the rapid growth of national economy,
there are also many 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roughput, port
congestion and overstocking of goods In view of this, we plan and design a port
automat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which aims to realize the
autom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port logistics with the help of accurate
position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ive full play to the cha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iv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gistic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 port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 overcome its disadvantag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The mobile port system is develop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automation,
rapidity and convenience, vigorously improving the port efficiency,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build a new intelligent
trading power.

【Key words】Port Logistics Automatic Shipment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加的港口吞吐量。就浙江而言，2020年浙江已突破 13.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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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的沿岸港口吞吐量。而其中的宁波港更是以超过 10亿吨的货物吞吐量位列世

界第一大港。与此同时，各地的港口如绍兴港，舟山港也在蓬勃发展着。

港口是一个地区的水上交通枢纽，是一个地区的经济驱动引擎。港口物流是

指中心港口城市利用其自身的口岸优势，以先进的软硬件环境为依托，强化其对

港口周边物流活动的辐射能力，突出港口集货、存货、配货特长，以临港产业为

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优化港口资源整合为目标，发展具有涵盖物流产业

链所有环节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现如今，采用现代智能化技术是 4.0港口

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港口物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借助定位更为精确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们希望实现物流中的运输和配送

环节的自动化。

2 装置介绍
2.1 主要组成

本系统共分为三个部分：船舶的集装箱装卸，集装箱的分类暂储和配送。

2.2 功能介绍

2.2.1 集装箱装卸

船舶停入指定位置，吊车梁将集装箱依次卸下放到码头前沿堆场，并记录下

每个集装箱的三维坐标。

2.2.2 集装箱的分类运输

2.2.2.1 意义

按照制造材料分，集装箱可分为钢制装箱、铝合金集装箱、玻璃钢集装箱，

木集装箱、不锈钢集装箱等；按照所装货物种类分，可分为干货集装箱、散货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6%B5%81%E6%B4%BB%E5%8A%A8/43703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8D%E8%B4%A7/74282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AF%E6%92%91/9887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A3%E8%B4%A7%E9%9B%86%E8%A3%85%E7%A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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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液体货集装箱、冷藏箱集装箱等。不同类型的集装箱有不同的储存要求。

将集装箱分类运输存放，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货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也

提高了配货送货时的效率。

2.2.2.2 工作流程

（1）将码头前沿堆场中集装箱信息（货物类别、所在坐标）发送至运输车

主机。

（2）运输车通过北斗卫星导航找到集装箱编排场中所需运输的集装箱。

（3）通过导轨调整高度并用货叉取下集装箱。

（4）判断：若该集装箱可以立即交接，则送至发货区；如需暂时保管，则

送至后方堆场。

（5）在指定区域卸下集装箱。

集装箱的分类运输流程图

2.2.3 后方堆场集装箱的配送

2.2.3.1 工作流程

（1）按照取货方的订单匹配货物所处的位置，并将信息发送至运输车主机。

（2）运输车通过北斗卫星导航找到所需运输的集装箱。

（3）通过导轨调整高度并用货叉取下集装箱。

有 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A3%E8%B4%A7%E9%9B%86%E8%A3%85%E7%A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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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前往发货区的路线。

（5）发送提醒信息至取货方手机。

2.4 发货区空箱回收

货物交接工作完成后，运输车将留下的集装箱送回空箱堆放区。

3 具体操作步骤
3.1 北斗卫星定位的应用

由于港区地面平坦且规则，我们可以将整个港区地面近似看作是处于同一个

水平面上。据此构建二维网格坐标系，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的实际精确度和集装箱

的平均尺寸，把 0.01秒经线的跨度（约为 0.3m）定为每一小格的边长，即可确

定每一堆集装箱以及运输车的坐标位置。

3.2 运输车移动路径的优化

通过模拟以及动态规划的算法可以解决多辆运输车同时运行是最优路径的

规划。此外，事先在港区通道路口处用光源标记，借助红外寻迹模块可以修正由

于北斗信号收发所需时间的带来的误差。

3.3 运输车取放集装箱的具体操作

运输车找到目标集装箱后，读取其高度，控制导轨上升相应高度后，运输车

缓缓后退靠近集装箱，直至货叉可以稳当地叉起集装箱（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返回

的数据判断）。运输车再取出集装箱，导轨下降至原高度。

4 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各国的自动化港口建设虽然已经开始，但自动化设备的使用数量和

使用范围却远远不够。以美国为例，全美所有码头使用了自动化设备的只有 4个，

而这几个码头的自动化设施全部加起来，还不如荷兰鹿特丹港的一个自动化码头

所使用的设施数量，自动化设备的缺乏和货物吞吐量的增长之间的矛盾也就催生

了一个恶性循环：低效率的装载能力导致港口拥堵，港口拥堵使得工作量积压，

工作量的激增导致工人不满，继而发生罢工。罢工又加剧了货物的积压，港口更

加拥堵。

因此，建设全自动的 4.0港口乃是建设贸易大国，加强国际地区间经济交流

的必然要求。

我们小组研究的自动化运输是自动化港口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摆脱

了人力的限制，可以全天 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极大的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

了货物装载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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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宇宙之浩渺，缔造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大海之深邃，指引着海上贸易的发

展。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们仰伏旷远的苍穹，在辽阔的大海上构建港口自

动化运输系统，将两者有机结合，利用科技谱写自然之传奇，铸就起现代港口综

合服务体系。北斗之协助必将提升港口物流效益，推动世界经济交易往来的蓬勃

发展，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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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穿戴式盲人辅助设备

作者：裘家瑞、徐赫、曾奕豪 、周禛

指导教师：周文龙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目前，市面上的导盲设备往往有安全性能不高、操作不便捷、性价

比低等问题。这一设计旨在方便盲人出行的同时，可能提高产品性价比。我们在

导盲衣上设置了蓝牙音响，两个开关，三个超声波传感器，一个红外避障模块，

一个陀螺仪传感器，一个雨滴传感器，一个继电器，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和小灯

泡。同时以有线连接的导盲衣和盲人手杖为载体，通过蓝牙功能实现简单的情境

提示；通过各类传感模块，实现避障、倾倒紧急处理等功能。安装在导盲衣上的

反光贴及灯泡，起到了示人的作用，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能；通过出行时间和北

斗定位的数据记录，进行事后家属处理，以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出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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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衣（含手杖）北斗定位 超声波 简易数据分析 语音功能 蓝

牙

【Abstract】Currently, commercially available guide devices often suffer from
poor safety, inconvenient operation and low cost effectiveness. This design aims to
facilitate travel for the blind while potentially improving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duct. We have installed Bluetooth audio, two switches, three ultrasonic sensors, an
infrared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a gyroscope sensor, a raindrop sensor, a relay, a
photoresistor sensor and small light bulbs on the guide garment. It also uses the wired
connection of the guide suit and the cane for the blind as a carrier for simple
contextual cues via the Bluetooth function; and various sensor modules for obstacle
avoidance and tipping handling. Reflective patches and light bulbs installed on the
guide garment serve to indicate people and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 data
recording through travel time and Beidou positioning allows for post-event family
processing to further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ravel hazards. This integrated
design further increases th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of travelling for the blind.

【Key words】 guide suit (including blind cane)，GNSS，ultrasonic，simple
data analysis，voice function，Bluetooth

1 研究背景

盲人群体

盲人是指视觉有障碍的人，视障人士主要分为两类，分为全盲和半盲。毫无

疑问，盲人的活动会因视觉障碍受到限制。

截至 2010年，中国 824.8万人患有失明，在 2016年，这样的视力残疾数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8%A7%89%E9%9A%9C%E7%A2%8D/558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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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到了 1731万人，在世界上的排名非常靠前。

图一：近年来全国视力残疾人数

1.1 盲道被占用

1.1.1盲道作为盲人出行的必要设施，现在被各种车辆、建筑物等侵占，失

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甚至成为了盲人人身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因素。在盲

道被占用和破坏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就是停车占道。

图二：被公共自行车占用的盲道

1.1.2盲道材料不合理

图三：不合格的盲道

这个地方的盲道，原来只是一种塑胶状的薄方块。一眼看去，这里的盲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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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的盲道大不一样，会一块块地移位。这并不是传统的瓷砖盲道，而是在

一种类似于塑胶材质上的方块上，做出盲道状的凸起而已。这种方块整体很薄，

目测不到一厘米。显然，这样的方块铺设在地面上，日晒雨淋后很容易移位。

1.2 交通事故

近年来，有关盲人的交通事故层出不穷，其中多数是因为盲人没有合适的导

盲设备，得知危险过迟，来不及躲避危险。并且大多数都是货车，涉事司机视线

受阻，极易造成事故。

例如：

2017年 2月 18日，一辆重型仓栅式货车与一盲人相撞，造成该盲人十级伤

残，该盲人不满调解结果而将货车司机告上法庭。

盲人由于视力障碍，不易避开危险。而且，不少司机由于车辆或自身不可避

免的原因很难发现行人。比如，在夜晚，在灯光稀少的路上，司机极有可能看不

见盲人经过。种种原因导致盲人非常需要一种导盲设备。

1.3 不同的导盲器

1.3.1 传统导盲器

导盲犬

导盲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狗，是工作犬的一种。经过训练后的导盲犬可帮助

盲人去学校、商店、洗衣店、街心花园等。它们习惯于颈圈、导盲牵引带和其他

配件的约束，懂得很多口令，可以带领盲人安全地走路，当遇到障碍和需要拐弯

时，会引导主人停下以免发生危险。

很明显这能极大满足视障人士的需要，但其较长的训练时间和颇高的费用则

显出其较低的性价比和较小的受众面。

导盲杖

导盲杖可以在盲人外出时用于探测路况，起到安全警示作用，帮助盲人出行。

近来导盲杖的制作趋于科技化，人性化，比如利用拄棍安装上感应器用来检测路

面有没有水、障碍物或有没有坑。

1.3.2 现代导盲器

科技导盲设备

如导盲鞋，导盲机器人等应用，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正逐渐打开市场，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成本较高，普及率不大，有待未来改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7%8A%AC/23082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2%E4%BA%BA/109475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A0%A1/682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BA%97/22375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7%E8%A1%A3%E5%BA%97/40971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97%E5%BF%83%E8%8A%B1%E5%9B%AD/30594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8%E5%9C%88/47674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5%E5%BC%95%E5%B8%A6/1065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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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北斗的穿戴式盲人辅助设备介绍

结构设计

为了帮助盲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秉着低成本、耐用、大众化的精神，自主

创新研发了一款基于北斗的穿戴式盲人辅助设备。该系统由一件外套、一根手杖

以及其附属设备组成。外套上安装的设备：北斗主机、蓝牙音箱、陀螺仪传感器、

红外避障传感器、三个超声波传感器、光敏电阻传感器、继电器、LED 灯、反

光贴。导盲杖上安装的设备：雨滴传感器，轻触开关传感器。

图五至图八：导盲衣外观（上左），其余为示意图

图九：导盲衣内部构造（左），右为示意图

基本功能

2.1 各方向接近报警

基于安装在导盲衣的前、左、右超声波传感器、红外测距传感器对各方位进

行测距与测速。若有人或物体接近且距离近时，通过蓝牙音响自动为盲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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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该人或物体的方位，提醒盲人注意避让。

检测方法如下：

我们在前方上衣口袋处以及上臂的左边和右边分别安装了三个超声波传感

器，且在前方的传感器边上安装了红外避障传感器，并且用木板和热熔胶加以固

定。前方的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测量前方的路面情况，遇到向上台阶或向下台阶或

者前方路面的坑洼时会自动提示。当前方的红外传感器检测到 0.4米之内有物体

时，就会触发超声波传感器进行速度测量，若相对速度大于零（即前方有障碍且

障碍正朝着穿戴者运动时），系统就会触发提醒，告知盲人前方或有物体靠近。

安装在上臂左侧和右侧的超声波传感器会自动发出超声波测相对速度，当左

或右侧有障碍接近时，蓝牙音箱启动报警告知穿戴者。

超声波传感器工作原理与距离计算：

前方：

前方超声波传感器会在红外避障传感器检测到前方障碍时发射一次超声波

（发射持续时间极短），并当第一次超声波返回时再次发射超声波，测 量两次

接收的时间间隔并通过计算距离公式：

时间差 * 音速 340米/秒 / 2

图十：声波在不同温度、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来计算障碍离穿戴者的距离与相对速度。若在红外测出前方有障碍且相对速

度大于零时，超声波传感器会返回障碍信号并通过 pygame模块打开相应的报警

提示音“前方有障碍，请注意避让”，提醒盲人及时避让。若检测到前方无障碍，

则输出“前方安全”。

前方超声波传感器 python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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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前方超声波传感器 python 代码

左/右侧：

左/右侧超声波的检测原理同前方超声波，但由于重要性相对较低，没有红

外传感器辅助检测。若左/右侧有障碍，则语音报警“左/右侧有障碍，请注意避

让”。

距离判定 python代码如下：

图十二：距离判定 python 代码

该代码总共有三组，用于测量前、左、右物体相对使用者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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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方的接近报警系统 python代码：

图十三:前方接近报警系统 python 代码

左右两侧同理：

图十四：左侧接近报警系统 python 代码

2.2 摔倒报警

在外套中内置陀螺仪传感器，当盲人摔倒时，若导盲衣上的陀螺仪传感器测

量到与地面夹角小于 30°时，系统会通过蓝牙音箱报警，提醒路人前来帮助。

报警信息只会播报一次，整个代码不会因为报警信息的播报而被中断。

陀螺仪传感器 Python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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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陀螺仪角度算法

角度算法：

图十六：陀螺仪角度算法示意图

 =get_x_rotation(accel_xout_scaled,accel_yout_scaled,accel_zout_scaled)*(ma
th.pi)/180

 =get_y_rotation(accel_xout_scaled,accel_yout_scaled,accel_zout_scaled)*(ma
th.pi)/180

利用倾陀螺仪传感器测定 x，y方向的线线角经“math.cos（）”语句计算两

角的 cos值，再经过三余弦定理—— cos cos cos   计算盲人的倾角。Python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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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 math.acos(cos *cos )*180/(math.pi)

当倾角小于 30°时，进行判定，调用函数 time，若某时刻自倾斜角大于设

定阈值开始已保持超过阈值 15s，启动 pygame 语音系统，利用蓝牙音响播放语

音“倾倒受伤，请求帮助。”以充分吸引路人注意力，并持续至倾角恢复正常 5s
之后。经实验，这一模块中，三余弦定理的应用扩展了倾斜传感器的适用范围，

使其能更好地应对各角度的倾倒险情；延时的设计有利于减少因使用而导致的程

序误判的可能，使设计更加人性化，智能化。

陀螺仪传感器流程图如下：

图十七：陀螺仪传感器流程图

2.3 路面积水报警

我们在导盲杖底部向上 0.5cm处安装了雨滴传感器。当雨滴传感器接触到水

时，就会触发语音播报系统“前方路面积水，请注意避让”，以提醒盲人前方有

积水，让他小心通过。若传感器检测到积水已避开，则输出“前方路面安全”。

积水报警系统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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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雨滴传感器流程图

路面积水检测部分的 python代码如下：

图十九：积水报警系统流程图

2.4 夜间自动开灯

虽然盲人在夜间并不需要灯光，但是开灯可以降低他人因看不见盲人而不小

心撞到盲人的概率。考虑到盲人有时会位于采光不佳的室内，为了防止灯光误开，

我们使用内置测量当前时间功能与光敏电阻传感器来测量当前的光照强度，使得

灯光只会在夜间开启。若时间较晚且光照低于一定强度，系统就会自动将灯开启。

该灯光也可被盲人用开关关闭。在关闭时也有提示音。

光敏电阻传感器部分 python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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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光敏电阻传感器部分 python 代码

2.5 语音报警

对于每一种情况，我们都提前在主机中录制了MP3音频。当任何一种特定

的情况发生时，MP3音频就会被自动打开，蓝牙音箱就会就收到电信号，再转

换成声音信号，向盲人发出警示。

我们在代码中使用 pygame模块导入MP3文件，语音会有一定的失真。

2.6 其他辅助工具

2.6.1 导盲衣

使用校服改装，结实耐用，传感器连接牢固，能承受一定的拉扯与撞击，摔

倒不会影响传感器。

2.6.2 反光贴

为了在夜间提高安全性能，我们在导盲衣的两袖、背后装了七块反光贴。

2.6.3 导盲杖

我们的导盲衣附有辅助导盲杖，除了装载雨滴传感器以外，还兼有帮助盲人

感知障碍，从而躲避障碍。导盲杖由金属制成，可分成五段拆卸，坚实耐用。并

且在轻触开关传感器上用热熔胶做了正方形（关）和三角形（开）的标识，以便

盲人辨别。

系统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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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系统总流程图

Ⅳ总输出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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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保存输出信息

此信息会在系统运行时自动记录，保存在“输出信息.txt”文本文档中。当

穿戴者回家后可给家属看，以便家属了解盲人出行信息。

3 总结

由于先天性障碍或后天的种种疾病已使上千万人部分或全部失去了视力，严

重危害着身心健康。失去了多彩的世界，换来的黑暗是笼罩在千万盲人之上的阴

云，更是社会发展的一层阴霾。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

人们越来越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但是，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社会对盲人

的重视不够，盲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的一大瓶

颈。在传统导盲设备日趋衰落，现代视力治疗难以普及，新式导盲设备成本昂贵

的种种矛盾下，视障人士亟需一种成本较低又实用的导盲设备。

我们立足轻巧便携可拆卸，外形雅观、时尚，设计新颖的理念，为方便盲人

出行而设计了这套穿戴式盲人辅助设备。它具有一定的导盲功能，能帮助盲人逐

渐适应黑暗生活，也能极大帮助盲人进行相对独立的出行，依赖性较低。它融合

了北斗定位，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实现了语音预警以及报警功能，让

盲人能够及时了解到路面状况，提前得知危险与障碍，从而更好地保障盲人的出

行安全，能有效降低盲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且每次的出行数据都会进行详

细记录，方便家属了解与关心盲人的出行状况。这款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导盲衣

不仅能提高盲人的生活质量，也能帮助盲人逐步走出心理障碍，摆脱自卑的情绪，

以平等的身份融入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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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以这套导盲设备为契机，期待着导盲技术与视力治疗能在未来取

得更大的突破，也希冀自己的发明能为部分盲人的出行困难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为社会的残疾人保障贡献出一份力量，保障视障人士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社

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剑.《贵阳新添大道这个路段，缺失 400米盲道》.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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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时空定位的智能监测海洋灾害多功能浮标

作者：宣澍苗、张王晨、张逸磊 、邓冯玮

指导教师：周文龙

所在省市：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海洋灾害每年都给各国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及时发现能降低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传统的海洋

灾害预警方式大多数就是派遣船只进行实地考察，并将预警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

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这样的方式不仅浪费了资源，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存在误

测的情况，也无法大规模进行监测，缺少机动性和灵活性，预警的效率不高。针

对传统手段的不足之处，高效准确地预警各种海洋灾害，我们团队研发了一种基

于北斗时空的智能监测海洋灾害多功能浮标，该装置具有以下功能：利用太阳能

电板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以延长本装置使用寿命，降低投放成本；利用气压传

感器及北斗智能时空系统检测海面气压大小以及浮标移动速度来检测是否有台

风并判断台风的级数；利用 LED灯以及光敏电阻器来检测水面透光程度以判读

是否有原油、海洋垃圾漂浮于海水表面；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是否有碰撞来检测

是否有冰山；利用陀螺仪传感器检测浮标姿态以判断附近海域海浪是否过大;利
用温度气压传感器检测附近水域是否出现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使用本套装置

可加强海洋灾害的预测，减少损失。

【关键词】北斗时空智能主机，海洋灾害，浮标，预防与预警，监测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world, Marine
disasters cause great losses to all countries every year. Timely detection can reduce
the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Marine disasters.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rine disaster warning is sending ships for field visit, and then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will be sent to related departments.However, in the actual cases, this way
not only wastes the resources and labor,but also has measurement errors.What’s worse,
due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monitoring on a large scale and the lack of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 the efficiency of early warning is low. Aiming at remedying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means and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warning of various Marine
disasters, our team developed a multi-function intelligent Marine disasters monitor,
based on China's modern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technology. The device has these
following features: using solar panels to select solar energy to pro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device and reduce the cost of this device, using the barometric sensor and the
Beidou intelligent space-time system to detect the surface air pressure and the speed
of our buoy to judge whether there is a typhoon and estimate the typhoon levels,using
LEDs and photosensitive resistors to detect the transmittance of the surface or marine
litter,with which our device can judge whether there is oil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using of pressure sensors to detect collisions to judge whether there is an
iceberg,using gyroscope sensor to detect the buoy attitude to judge whether the waves
in the nearby sea are too large；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ensors are used to detect La
Nina and El Nino phenomena in nearby waters. The use of this device can enhance
the prediction of Marine disasters and reduce th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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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China's modern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technology, Marine
disasters, buoy,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 monitor

1 研究意义及背景

1.海洋灾害，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发生

的灾害。海洋自然灾害不仅威胁海上及海岸，有些还危及沿岸城乡经济和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海洋灾害还会在受灾地区引起许多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如：风

暴潮引起海岸侵蚀、土地盐碱化；海洋污染引起生物毒素灾害等。我国临近的太

平洋是世界上最不平静的海洋。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综合最近 20年的统计资料，我国由风暴潮、风暴巨浪、严重海冰、海雾及海上

大风等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约 5亿元，死亡 500人左右。这些渊源

于海洋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经接近或超过

全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损失的一半。由此可见，能进行有效的海洋灾害预警，

可以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减少一大笔损失。

2.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20年 6
月 23号，北斗组网成功，成为继 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

航系统。北斗定位采用四颗星定位方式，方式最精准。此种方式是在三颗星定位

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误差，避免由于手机计时误差而造成的定位误差，使

定位更加准确。计算公式为：

2 浮标介绍

上部为一个直径为 28cm，高 6cm 的圆柱，用来放置 LED 及一个光敏电阻器，

并在底端钻一个直径 14cm 的孔并附上亚克力板；下部为一个直径为 28cm，高 7cm

的圆柱用来放置北斗时空智能主机及温度气压传感器、六轴陀螺仪、光敏电阻器，

底端钻一个直径 6cm 的孔并附上亚克力板；中间是三根直径为 4cm，高 30c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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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圆柱用来作为支撑，其中一根上下联通可用来放置电线。

3 传感器列表
传感器名称 数量 用途

光敏电阻 2个 原油泄露、海洋垃圾检测

六轴陀螺仪 1个 海浪检测

温度气压传感器 1个 台风检测、海面水温检测（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预警）

LED 1个 原油泄露、海洋垃圾检测

太阳电板及处理模块 1个 太阳能供电

4 功能介绍
4.1 太阳能供电

4.1.1 用途

为解决海上浮标的供电问题，以减少浮标的修复次数并延长其寿命。

4.1.2 工作原理

太阳能板接收太阳能，并将其转化成电能。

由太阳能模块将电能储存起来，并将其转化成 5V电流，以免损害主机电池。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利用太阳能给主机供电。

4.2 数据上传

4.2.1 用途

将传感器接收到的预警信息上传至服务器

4.2.2 程序实现

4.3 台风预警

4.3.1 背景

台风给广大的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成为与人类生活和生产关系密切的降

雨系统。但是，台风也总是带来各种破坏，它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特点，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台风，是世界上最频繁产生的灾难之一，但也是相对好防范的灾难之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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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台风预防很有必要。

4.3.2 详细功能

利用传感器监测气压变化，并利用北斗时空智能定位，监测浮标的运动。若

气压急剧下降并且浮标运动较为快速，则可判断有台风生成。并可与终端系统进

行通讯，发出警报。

4.3.3 工作原理

当在海上作业时，始终保持气压传感器接通电源，实时检测海面气压是否出

现异常。

如果发现读入的气压值低于 ，则进行北斗定位。

通过北斗智能测速，检测出浮标移动速度。

若检测出来浮标移动速度大于 ，则打开陀螺仪传感器检测其上下晃动

的加速度。

若浮标上下晃动的加速度大于 ,则可判定有台风生成，向终端发送警报。

向终端发送信息，报告台风生成的地点。

间隔一段时间，重新开始检测，实时汇报直到台风消失或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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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流程图

4.3.5 程序实现

4.4 原油泄漏、海洋垃圾污染检测

4.4.1 背景

石油泄漏会导致苯和甲苯等有毒化合物泄漏入海洋，这些有毒化合物进入了

食物链并造成几乎不可逆的变化。成批的海鸟、海豹、海豚被困在油污中，或因

中毒或因力竭而亡。并且，因为人类也同样在食用海产品和更多的靠海为生的人，

所以石油泄漏必定会影响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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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污染也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海洋动物经常错把塑料垃圾

当成食物吞食，大块的塑料垃圾会永久性地卡在动物的食道、胃部，或划破器官

造成感染、死亡，或使动物无法进食直至饿死。塑料微粒则会通过动物吞食进入

食物链。海洋垃圾会被海洋生物所食用，导致海洋生物如某些鸟类胃底不适，食

欲下降，导致生育功能的降低甚至导致死亡，最终反作用于人类，对食用者的身

体健康造成极大的破坏。

4.4.2 详细功能

通过使用光敏感器检测水面是否有漂浮原油和海洋垃圾；若有原油泄漏和海

洋垃圾，则可与终端系统进行通讯，发出警报，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4.4.3 工作原理

（第一种设计方案：若浮标顶部可透光）

打开水面上下两个光敏电阻。

判断如果海面上亮度低于取定值，则 T，否则 F。

T：打开 LED F:关闭 LED。

判断如果海面下亮度低于取定值，则 T，否则 F。

T：读取北斗时空信息，向终端发送信息，报告原油泄漏或海洋垃圾的地点。

等待一段时间，重新开始检测。

（第二种设计方案：若浮标顶部不可透光）

打开水面下一个光敏电阻及 LED灯。

判断如果海面下亮度低于取定值，则 T，否则 F

T：读取北斗时空信息，向终端发送信息，报告原油泄漏或海洋垃圾的地点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57

等待一段时间，重新开始检测

4.4.4 流程图

4.4.5 程序实现

4.5 海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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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背景

冰山一向来是轮船的克星，历史上有无数的船因撞上冰山导致船舱内积水过

多最终沉没，其中包括被誉为“永不沉没”的 TITANIC（泰坦尼克号）。除轮船以

外，冰山对固定在海上的石油钻井平台也有威胁，在漂移过程中可能会撞上钻井

平台导致平台受损。

4.5.2 详细功能

检测海冰的存在，如发现有则将煤灰撒在海面上，利用煤灰吸收太阳能使冰

层融化，进行除冰。

4.5.3 工作原理

若两侧压力传感器受到较大压力

特定算法实现判断是海冰还是生物误触

若是海冰碰撞，则向终端发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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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流程图

4.5.5 特定算法

根据刚体转动定理 M=Iβ

� = �����胃

其中

这里认为上下两个圆柱为实心，半径为 R，质量为M，中间三个连接圆柱为

空心，半径为 r，质量为 m，距离装置轴心距离为 l，圆柱壁厚度不计。

其中可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出其受到通过圆心的压力的分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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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得

所以

4.6 海浪检测

4.6.1 背景

海浪灾害是我国发生最频繁的海洋灾害。近年来，海上恶性海难事故时有发

生，这种海难事故大多是船舶在巨浪区中航行时发生的。灾害性海浪给近几十年

来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据统计，我国类似的石油海

难事故也发生多起，其中沉没两座石油钻井平台。所以对风浪及时的测算十分重

要。

4.6.2 详细功能

利用陀螺传感器检测浮标倾斜角度来评估海浪大小，若倾斜角度大于一定值，

则可与终端系统进行通讯，发出警报，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4.6.3 工作原理

在海上作业时，始终保持陀螺仪传感器接通电源，监测浮标的倾斜状况，检

查是否发生异常。

若陀螺仪传感器检测出浮标的倾斜角度大于某特定值，则可能海浪过大，向

终端发送消息。

终端收到消息后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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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流程图

4.6.5 程序实现

4.7 海面水温检测（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预警）

4.7.1 背景

拉尼娜现象为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变冷的情况。太平洋东部底层海水上翻，

致使东太平洋海水变冷。厄尔尼诺暖流，是太平洋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会使秘

鲁寒流的水温反常升高。这两种反常现象都会导致全球发生极端状况，使得人类

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对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的提前预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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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详细功能

利用温度气压传感器检测实时水面温度，并于预设的温度范围进行对比，若

超过预设范围，则可与终端系统进行通讯，发出警报，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4.7.3 工作原理

在海上作业时，始终保持温度气压传感器接通电源，检测实时水面温度，检

查水温是否发生异常。

若温度气压传感器检测出水面温度超出预定范围，则可能为厄尔尼诺或拉尼

娜现象，向终端发送消息。

终端收到消息后进行处理。

4.7.4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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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程序实现

5 思考与感悟

1、这个设备只是初级的设想，虽然预计功能基本能够实现，但仍存在着不

足之处。如，装置的传感器精度较低，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会出现误判；随着在海

中，使用时间的增加，透光部分会老化发黄或附有海藻影响透光率，从而影响对

海面情况的检测；防水的设计导致装置的更换有些麻烦，可以改进工艺实现既防

水又方便装卸。

2、通过这次创新设计活动，我们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魅力。它来自于头脑

风暴寻找对策的思索，来自于一次次克服各式各样的困难的满足，来自于最终成

品出现的满足与自豪，来自于面对科创大海时的敬畏与向往。经次此经历，我们

更明白了科创的重要性，更坚定了好好学习文化知识，用知识改变世界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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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系统的导盲设备

作者：曹子涵、张赟涛、魏敏越 、孙钦祥

指导教师：王继军

所在省市：上海市

【摘要】视障人士群体在当前社会残疾人群体中占较大比重，而我国是世界

上视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视障人士由于视觉感知能力缺失带来的生活不便不

断引起社会的关注，但现有的导盲设备无法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迈出家门同社

会进行交流。对此我们对现有导盲设备进行改进，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卫星系统

的设备。该设备主要由导盲马甲和导盲杖两部分组成，采用有线连接的方式，可

实现避障、语音报警、语音导航、灯光警示等多种功能，并以此来保障视障人士

外出的安全。利用各种优秀科技成果解决视障人士外出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更多

社会关怀，为建设更加人性、温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导盲；北斗导航系统；传感器；避障

【Abstract】The blind group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disabled
group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China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blind
people in the world. Blind people's lif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lack of visual
perception abil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However, the existing
guide equipment can not make them communicate with the society like normal people.
In this regard, we improved the existing guide equipment and designed a set of
equipment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The device is mainly composed of a
guide vest and a guide stick. It uses wired connection to realize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obstacle avoidance, voice alarm, voice navigation and light warning,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lind going out. Using various excell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lind people going out, let them
feel more social ca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humane and warm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Blind Guidanc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Sensor; Obstacle
Avoidance

1 设计背景及研究意义
1.1 视障人士的行为特征及环境认知

纽约大学的詹里姆﹒布鲁诺教授通过研究表示，人类的记忆影像有 60%是通

过视觉和实践取得的。但视障人士群体由于自身视觉感知的缺陷，无法正常运用

视觉感知周围环境情况，所以他们成为诸多残疾群体中最不方便出行的群体之一。

视障人士群体出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导盲犬引导、使用导盲手杖、熟人引导。

1.2 我国视障人士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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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是世界上视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视障

人士协会的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 1731 万视障人士，也就是说每八十个人里

面就有一个是视力残障人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视障人士的

数目还在增进。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流行以及城市管理的问题，我们有意无

意间侵占了视障人士群体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很多视障人士不外出的原因之一，

他们在出行的过程中会遇见各类问题和危险。通过查阅文献[1]，以及对视障人士

推拿馆中视障人士们有关出行的调研，汇总出阻碍视障人士出行的三个主要原因：

1.2.1 盲道问题

由于管理不善或是个别人或企业的社会公德缺失，盲道出现各种侵占现象，

其作用被逐渐减弱（见图 1）。

图 1 盲道现状

1.2.2 迷路问题

视障人士们外出时，尤其是前往生疏或者较远的场所时，很难确定自己的位

置，当正常人不知自己身处何处时都会惶恐紧张，有视觉障碍的视障人士只会更

加紧张、恐慌和不知所措。

1.2.3 过马路问题

视障人士在过马路口时，由于视觉感知能力的缺失无法判断红绿灯亮灯情况，

不敢贸然穿行，这也大大增加了他们出行的难度。

1.3 研究意义

社会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个

组成部分，视障人士群体需要走进社会但更需要社会给予其外在帮助。视障人士

的出行障碍很多，为解决当前社会视障人士主要出行问题，我们设计了一套智能

化导盲设备，在目前广泛研究的导盲手杖基础上增加了导盲马甲，配合导盲手杖

增加视障人士的避障能力。通过多方位超声波检测来识别前方及周围障碍物，警

示视障人士避让。同时在光线昏暗环境下，马甲可以发光来提醒周围行人或车辆

进行避让。我们的设计从客观上避免了视障人士外出时，遇到盲道成为“断头路”

或者被其他设施中途“截断”而影响出行的问题，地解决了视障人士出行时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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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问题，让更多的视障人士能敢于走出家门，让视障人士更加安全便利地出行。

2 主要功能
2.1 超声探测

2.1.1 设计思路

本设计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模块判断 3米内的障碍物，一共使用 4个超声波传

感器[3]。导盲杖上安放一个传感器，在背心的左右及后方分别安装三个传感器，

工作时，对拐杖前方、背心左右及后方 3米内的障碍物进行探测。由四个传感器

搭配对障碍物探测，能探测使用者身边更广位置是否有障碍物，如果有，传感器

会发射信号到主机，通过主机使蜂鸣器发生警示，防止视障人士碰到障碍物而摔

倒或受伤。通过超声波传感器的信号传递到蜂鸣器上进行发声警示。最后一个超

声放在马甲背部中央，用于身后物体探测，看是否有物体接近。

2.1.2 超声波探测原理时间差测距法

超声波测距原理与雷达测距的原理类似，都是通过时间差测距法。从超声波

传感器发射超声波信号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途中碰到障碍物即可

原路返回，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到超声波反射回来就立即停止计时，测得发射时与

接收到回波时的时间差Δt，通过 s=vΔt/2可以求出超声波传感器与传感器前方目

标距离。上式钟 v为超声波传播速度，超声波在空气中常温下的传播速度是 340

米/秒，而超声波在常温下的传播速度只与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有关。而由于超

声波传感器在导盲杖上与目标的距离不长，测量的精度不必要求过高，所以只要

将速度按 340m/s 计算

2.2 发声警示

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模块，判断使用者周围是否有障碍物后，经由北斗主机处

理后，发射信号给蜂鸣器并通过蜂鸣器发出警示音。前、后、左、右方遇到障碍

物后发出的警示音音调不同，且距离越近，警示音越急促，以此使视障人士知道

障碍物的位置和距离。蜂鸣器发声相对语音警报系统[2]反应速度快，能使视障人

士或他人及时注意避让。

2.3 语音导航

我们在导盲设备上增加了导航模块，可以通过导航马甲上的北斗主机实时接

收使用者当前的经纬度定位，帮助盲人选择最合适的路径[6]，并且在导盲马甲上

配置语音识别和输出设备，方便使用者选择目的地和接受导航信息。随着技术的

不断发展，导航系统可以结合实时路况，帮助盲人们选择最佳路径，以最快速度

达到目的地的同时避免路面修复等一系列非常规问题。

2.4 光照警示

在光线较暗的场所，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在导盲设备上安装了光照

警示装置。导盲手杖和导盲背心各有一个光敏传感器，检测所处环境光照强度，



第十二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集

567

在任一光敏传感器检测到环境光照强度小于一定值时，向主机发出信后，主机控

制导盲马甲上的 LED 灯带发光，从而引起四周的行人或车辆注意并进行避让。

2.5 连接方式

本设计采用杜邦线进行有线连接，将导盲马甲上的北斗主机和导盲手杖上的

传感器相连，同时使得视障人士知道北斗主机是否丢失（见图 2）。

图 2 北斗主机与导盲杖上传感器连接方式

2.6 实物样品

实物样品如下所示（见图 3）

图 3 实物样品

3 导盲设备的整体功能设计
3.1 整体设计

整机基于北斗主机，通过超声波探测传感器、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模块、光敏

传感器、蜂鸣器等模块实现了避障、导航、语音交互与昏暗环境警示等多种功能

（见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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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导盲设备整体设备图

引脚设置程序及初始化程序（见图 5）。

图 5引脚设置及程序初始化

3.2 传感器模块设计

3.2.1 超声波传感器模块与蜂鸣器模块实现避障流程图及程序设计[4]（见图

6图 7图 8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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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超声波传感器

图 7 蜂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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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超声波传感器模块

图 9 超声波传感器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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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超声波传感器范围判断

LED 灯模块与光敏传感器实现昏暗环境光照警示（见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1 光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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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LED 灯

图 13 LED 灯模块与光敏传感器流程图

音频模块与导航模块设计[5]（见图 14 图 15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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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语音模块

图 15 导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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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音频模块与导航模块

4 优势与创新

本设计通过超声波避障系统对视障人士前进方向及身后进行了探测，帮助使

用者解决行走障碍问题。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视障人士进行定位，同时采用

引导视障人士出行，有效的解决了视障人士出行困难的问题。

本设计存在的优势：

（1）采用了超声波探测装置。4 个超声波传感器分别位于导盲杖前方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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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导盲背心腰间两侧及后背中心，分别探测使用者前方离地面前方离地面

40cm~100cm 处腰间两侧分别 3m 和身后最远 3m 的范围。反应时间短，探测距离

广，实现方法简单且容易控制。增强了整套设备的多方位避障能力，保证了使用

者的安全；

（2）采用蜂鸣器报警的形式，比传统语音播报更迅速，且能更快让使用者

的意识到周围障碍物的存在，由不同方位的超声波传感器来触发不同音调的蜂鸣

器，根据超声波探测到的不同距离触发不同频率的蜂鸣器，以此提醒使用者障碍

来自何方，距离多少的同时也能对周围来往的行人和车辆起到警示作用；

（3）采用光照感应设计，保障使用者在昏暗环境下的安全。

（4）利用北斗主机自带的北斗定位系统，精确定位使用者坐标，保障了使

用者的安全。同时配合导航模块，准确实现路径导航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社会视障人士现状、视障人士出行辅助工具研究现状进行调研，结合

实用性、创新性、可行性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设计了本款智能化的导盲设备。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本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运

转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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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基础设施。本设计将传统导盲手杖与马甲相融合在

一起，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超声波感应装置、蜂鸣器报警及语音识别系统，

最终实现导航定位、避障功能以及光照警示功能相结合，使导盲设备更为智能化、

安全化，多方面解决了视障人士出行时面临的问题，保障了视障人士出行的安全

性。同时手杖和马甲一体化有线结合的方式，预防了导盲手杖或马甲单个掉落，

使用者难以寻找的问题。

对本设计的展望如下：

（1）加入红绿灯识别功能，借助其他传感器，解决盲人在遇到路口时，由

于视觉障碍难以判断红绿灯颜色而不敢贸然穿行的问题。

（2）加强避障系统的精度，增加安全性。

（3）加强北斗主机电量，减轻北斗主机重量，从而减轻导盲马甲的重量，

使盲人更简便地出行。

（4）设计可伸缩导盲手杖，使导盲手杖可以放入导盲马甲中。减少整套设

备的占地面积。

（5）加强北斗导航定位能力，实现实时导航，确认实时路况，盲人对导航

定位需求比正常人更高，但由于特殊因素，使用者所处环境与导航系统所提供方

案有所出入，例如出现修路或车祸等情况，及时判断此类情况，帮助盲人选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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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路径。

（6）增加耳机配件与语音系统，避免蜂鸣器声音外放造成噪音污染。

本设计旨在满足视障人士群体在当今社会的物质需求。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的必经之路。利用各种优秀科技成果解决视

障人士外出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社会关怀，更好的融入社会，为建设更加人

性、温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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