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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了提高传统的浮标测流的准确性袁解放劳动力袁提出了一种基于 GPS 定位技术以及 ZigBee 无

线传输技术的自动化浮标测流系统的设计方案袁包括浮标的结构设计袁软硬件设计遥 用全微分来计算了

装置的理论定位误差袁经试验证明实际定位误差与理论计算的一致曰速度的计算算法采用在一定数据量
下多次计算速度再求平均值的方法袁能有效消除定位误差遥 经仿真以及试验验证袁该装置的测速精度能
满足水文测流的需求袁为浮标自动化测流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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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法测流是大洪水时期流量测验的一种重要形

设计一致遥 相比于其他通讯手段而言袁ZigBee 有更大

式遥 较之其他流量测验方式袁浮标法流量测验具有野选

的使用范围袁灵活的网状网络通信袁可靠性高袁可以满

材容易尧造价低尧投放速度快尧易操作尧稳定性强尧测流

足更广泛的现实工业需求[10]袁因此本次设计也将采用

广泛袁但存在精度较低尧人为因素影响过大等缺点遥

1

速度快尧安全性能好冶等优点[1]遥 浮标测流的应用范围
杨国德 [2] 等对浮标测流提了许多保证测流精度的意
见袁但这些建议并没有确切执行袁只是一些设想袁没
[3]

有理论以及实验数据的支持袁说服力不足曰梅超 对
浮标和浮标测流原理进行了改进袁 应用声波脉冲测
速技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测流安全性和精度袁 但测
量原理基于多个假设成立才能成立袁测量较为粗略遥
为了提高浮标测速精度袁解放劳动力袁将采用无线通
讯技术袁卫星定位技术以及嵌入式技术来取代传统的
人工浮标测流方法遥 参考了目前类似的几种研究袁一

ZigBee 作为无线通讯手段遥

研究内容

1.1 系统介绍

本系统基于嵌入式技术和 GPS 定位技术进行开

发袁通过 ZigBee 无线通讯技术的点对点通讯袁使得浮

标终端和上位机之间能进行信息交换遥 本系统通过
GPS 模块接收浮标终端自身的位置信息袁经 CPU 处理

后通过 ZigBee 发送到上位机袁 实现信息的单向传输袁

由上位机进行数据转换并且实现和用户的信息交互遥

基于无线通讯以及 GPS 的浮标测速系统主要由

种是应用 GPS 和 GSM 无线通讯的追踪方案 袁该方

以下三个部分构成袁包括浮标终端袁连接电脑的无线

SIM 卡袁不容易用于电脑终端袁且需要收费曰一些是

原型机如图 1袁图 2a 所示遥

[4]

案可以满足本次设计的需求袁 但 GSM 的使用需要
GPS 应用于浮标作为高度计的应用和 GPS 用于浮标

收发装置以及上位机软件遥 系统的结构以及浮标终端
应用本测流原理的测流装置包括两个部分袁分别

袁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流速进行测量曰

是浮标渊携带和发送定位信息冤和岸上的无线接收装

点对点通信袁 使高速公路上的前后车之间进行信息交

放方式和传统的浮标一样遥 浮体结构参考 Watson 等

定位的应用

[5-8]

一种基于 ZigBee + 车载终端的架构 袁利用 ZigBee 的
[9]

互袁 其对于无线通讯的硬件需求的分析与本次系统的

置遥 其基本组成尧功能和主要作用分述如下院浮标的投

在澳大利亚 Bass 海峡高度计定标场中采用的 MK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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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流速冶即可得到河流平均速度遥

浮标终端
GPS
模块

CPU

图1

第40卷

ZigBee无线
收发模块

上位机

2

硬件设计
硬件电路图如图 3 所示袁 主要包括 Arduino 单片

机袁GPS 定位模块袁电源模块袁ZigBee 无线发送模块遥

系统结构

Fig.1 The system structure

陶瓷
天线

Arduino
控制器

GPS 模块
MK域浮标
渊b冤

浮标终端硬件实物图
渊a冤
图2

ZigBee 无线
发送模块

浮标示意图

电源模块

Fig.2 The buoy diagram

图3

浮标样式结构渊见图 2b冤遥 浮标分为三角架泡沫浮球和

硬件电路

Fig.3 The hardware circuit

仪器舱两部分袁仪器舱内固定浮标终端袁GPS 天线通过
螺纹连接固定于仪器舱盖上遥为了防止装置侧翻袁且浮

2.1 Arduino 控制器

ZigBee 的信号被水屏蔽袁将其制作成上轻下重类似于

口 袁16 路 模 拟 IO 口 袁6 路 外 部 中 断 袁8KB 片 内 静 态

标终端电路板保持在水面上袁 从而防止 GPS 模块和

核心芯片为 Atmega2560-16AU 有 54 路数字 IO

野不倒翁冶的形状,且终端电路板固定在 ABS 塑料密封

RAM袁 容量 256KB 的 Flash 以及 4KB 的 EEPROM 的

不会屏蔽信号遥

2.2 ZigBee 无线发送模块

的室外防水盒中袁完全不会受雨水的影响袁且塑料盒也
装置的另一部分是岸上的上位机接收装置袁 该装

置由一个接收信号的 ZigBee 接收模块和电脑构成袁其
主要作用是接收尧 存储和计算相关数据并得到最后的
流量数据遥
1.2 工作原理及过程
测速原理院浮标终端在上游开始进入河流后袁GPS

控制器袁两个 8 位定时器袁一个 16 位定时器遥

由于实际测量数据传输距离小于 300m袁 且对传

输速率要求较低袁综合考虑成本尧功耗尧数据传输可靠
性尧安全性尧实现起来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袁市面上一般

的 ZigBee 无线模块即可满足要求遥 本次设计选择的模
块工作电压在 3.7耀5v 之间袁在空旷地带传输距离能达

到 2000m袁完全满足使用要求遥

模块每隔一秒将接收到的原始定位数据通过串口发

2.3 GPS 定位模块

效袁有效则进行解析袁并把有用的数据经由 ZigBee 模

2.5MRMS袁 数据的输 出格式 是 NMEA-0183 版 本的

送到 CPU袁CPU 对接收回来的信息进行判断是否有
块发送到上位机遥 上位机对数据进行处理袁把经纬度
转化成相对起始点渊起始点是开始测速时接收到的前
三个有效坐标的平均值冤的距离袁并结合 UTC 时间计

算出流速遥

工作过程院浮标终端准备被投入河道前袁上位机先
点击进入测速状态袁 待屏幕显示已取得起始点位置后
即可进行投放遥 之后上位机的操作界面会实时显示此
时浮标的经纬度尧UTC 时间以及距离起始点的距离还
有当前的数据数遥 当取得大于 50 组数据时袁点击 野计

本次所选用的定位模块芯片袁 其定位精度为

ASCII 码语句遥

2.4 成本估计
本系统批量生产时袁所用到的电子元件中袁电阻
电容的价格可以忽略不计袁Atmega2560-16AU 芯片成

本在 3 块钱左右袁GPS 芯片价格在 10 元左右袁ZigBee
模块自己买芯片开发袁 每块芯片价格大约在 3 元左
右袁浮标的防水盒价格在 10 元左右袁浮标主体用木材

制作袁材料价格有限袁综合成本最多在 50 元左右袁因
而价格低廉袁不需要进行回收遥

3

在 n 组数据下袁任意两点求速度得到了 n渊n-1冤/2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分两部分袁下位机的软件采用 C 语言编

写袁 主要负责数据的解析以及发送袁 上位机的软件用
C 编写
#

组速度袁对这些速度值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v袁
即 v=v 1+v 2+噎噎+v n渊n-1冤/2袁那么 v 对应的误差

啄v~N渊0袁2滓2渊 12 + 12 +噎噎+ 2 1 冤冤
t1 t2
t n渊n-1冤/2

袁主要负责对有效数据的转换遥

[11-14]

3.1 下位机的数据解析以及发送

数据的解读主要由 Arduino 单片机负责遥 GPS 的

数据格式是 NMEA-0183袁它的数据帧是以野$GPRMC冶

显然服从数学期望为 0 的正态分布遥 根据大数定

理袁当统计量足够大时袁统计所得到的值将无限接近
于其数学期望遥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袁提出如下计算速度的公式院

或者野$GNRMC冶开头袁以野\r\n冶结尾袁因此只要在接收

缓存中能获取到野$GPRMC冶或者野$GNRMC冶的地址信
息袁并能获取到野\r\n冶的地址信息袁而且野\r\n冶的地址大
于野$GPRMC冶或者野$GNRMC冶的地址袁就可以认为已
经获取到了所需的数据帧遥 数据帧的不同数据是以逗
号分隔开的袁所以只要依次找出各逗号的位置袁读出

假设任意时刻的浮标位置与起始点的距离为 s i袁

假设任意时刻的数据帧为集合 p i = 渊ti袁s i冤袁其中
s i = di +吟di

该集合中取两个元素 p i袁p j袁求出对应的速度为院
v i-j = Sj - Si = dj - di + 吟dj -吟 di
tj - ti
tj - ti
tj - ti

一步处理遥

3.2 上位机有效数据转换
对定位数据的进一步处理由电脑上位机完成遥 上

有 n 组数据渊P1袁P2袁噎噎Pn冤袁对该 n 组数据两两计算速

度存入数组 v[]袁求出 n伊渊n-1冤 个速度袁求平均值就是
2
我们的仪器最后给出的流速院

n-1
n
v n=渊移i=1 移j=i+1 Sj - Si 冤/渊 n伊渊n-1冤 冤
tj - ti
2

位机把定位数据转换成两点距离袁 再把两点距离结合
时间求出速度遥
设 A 点的经纬度坐标为渊x袁y冤袁B 点的经纬度坐标

为渊j袁k冤袁地球的半径为 R=6 371km遥 由几何关系可推
导袁不同经纬度的两点的距离关系转换公式见式 1[18]院

3.2.2

渊

姨sin 渊
2

y-k 冤+cosy伊cosk伊sin2渊 x-i 冤 冤
2
2

渊1冤

速度的计算

为了消除卫星定位误差对速度的影响袁 从统计学

角度进行了分析袁设计了一个可以有效消除误差袁提高
测速精度的算法遥 分析过程如下院
假设 X袁Y 为任意两点与起始点的距离袁其中袁X=

滋x+啄X袁Y = 滋 y+啄Y 遥

X 与 Y 相互独立袁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袁即 X ~N

渊滋x袁滓2冤袁Y ~N渊滋y袁滓2冤袁显然 啄X~N渊0袁滓2冤袁啄Y ~N渊0袁滓2冤遥

速度 v 1= X-Y = 滋x - 滋y + 啄X - 啄Y =v軇
1+ 啄v 1袁 取 啄v 1=
t1
t1

啄X- 啄Y 袁显然 啄v 服从期望为 0袁方差为 2滓2/t 2 的正态
1
1
t1

分布袁即 啄v 1~N渊0袁2滓 /t 冤
2

2
1

渊4冤

速度的误差为院

两点距离的计算

L渊x袁y袁j袁k冤=2R伊 arcsin

渊3冤

GPS 一秒发送一次数据袁 因此对任意的 n 时刻袁

格式的定义袁解算出相关数据袁并把他们按定义好的

通讯协议进行封装 [15-17]袁经 Zigbee 发送到上位机供进

渊2冤

式中院di 为真实定位距离曰吟di 为定位误差遥 则任意从

逗号之间的信息袁即可获取到相关信息遥 之后再根据

3.2.1

63

卢海文等院GPS 浮标追踪测流系统研究

第5期

4

n-1
n
着=渊移i=1 移j=i+1 吟dj -吟 di 冤/渊 n伊渊n-1冤 冤
2
tj - ti

渊5冤

误差分析
为了分析速度计算公式的有效性袁需要在 Matlab

中把模拟的卫星定位误差随机加到理想数据中形成
模拟的原始卫星数据袁把得出的模拟结果与理想结果
进行比较袁从而可以确定计算公式是否有效的消除了

定位误差对测速结果的影响遥 为此袁先把定位误差进
行分析验证袁确定了定位误差的计算模型后袁再进行
速度算法的模拟仿真遥
4.1 定位误差分析

系统选用的定位模块的定位精度为 2.5M RMS袁即

定位点有 67%的概率会落在以 2.5m 为半径的圆内遥

由几何关系可算得袁 对应的经度 J 和纬度 W 的误差
为院吟J=arcsin渊2.5/渊Rcos渊W 冤冤冤袁吟W =arcsin渊2.5/R冤遥

由于 2.5m 远远小于地球半径袁 因此 可以 认为

吟J抑渊2.5/渊Rcos渊W 冤冤冤袁吟W 抑2.5/R遥

在吟W袁吟J 都很小时袁 可以通过全微分来近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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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A袁B 两点之间的定位误差吟L袁对式渊1冤求全微分得院

实验院

式中院吟x=2.5/渊Rcos渊y冤冤曰吟y=2.5/R曰吟j=2.5/渊Rcos渊k冤冤曰

定位模块测量出起点和终点的经纬度袁根据两点的经纬

吟L抑dL=L x吟x+L y吟y+L j吟j+L k吟k

渊6冤

吟k=2.5/R遥

在用全微分计算全增量时袁为使全增量为最大值袁

需考虑到符号问题袁此时应使用计算通式 袁将式渊6冤
[19]

修正成计算通式如下院

吟L抑dL=|L x |吟x+|L y |吟y+|L j |吟j+|L k |吟k

渊7冤

考虑到 ZigBee 的有效传输距离大概为 2 000m袁且

由一个人持浮标终端从一点开始走袁走过 100m袁用

度计算出两点之间的距离袁上位机显示如图 5 所示遥

由图 5 可知袁下位机的测量结果为 96.68496m遥 在

多次重复实验渊9 组冤后袁结果见表 2遥 显然装置测量的

距离与实际走过的距离误差在 0.3963~5.6466m袁与理
论分析的结果一致遥

表2

浮标测流一般上下截面的距离不到 1 000m袁现假定其
为 1 000m袁则浮标终端工作时袁其经纬度的变化范围

为 0 到 渊1 000/R冤rad袁 本人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为东经
112毅30'56义袁北纬 37毅51'35义袁通过 matlab 往这个基本经
纬度加随机数即构成 1 000m 范围内任意 A袁B 两点的

坐标遥 再把 A袁B 坐标代入式渊7冤便可得到理论误差遥 这
样的工作重复 50 次袁得到 50 组数据袁描绘出一条系统
理论误差的随机分布曲线渊见图 4冤遥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组别

测量结果

相对误差

1

105.6466

5.65%

3

96.44608

3.55%

2

104.5156

4

99.34966

5

100.3963

6

97.87481

7

100.4095

8

误差

定位测量结果

Table2 The positioning measurement results

96.68496

9

101.113

4.52%
0.65%
0.40%
2.13%
0.41%
3.32%

1.11%

4.2 速度计算算法效果的 Matlab 仿真分析

假定真实速度是 3.7341 m/s袁定位装置在该速度内

走过 50s袁每隔 1s 取一个数据袁得到 50 组数据遥 把该

50 组数据存储在一个数组 num[50]中袁再根据上文的
0

10

20
图4

组别

30

40

50

误差随机分布

Fig.4 The error random distribution

从图 4 可知袁GPS 的最大定位误差吟L 在 5~7m 之

间随机波动袁 这和所使用的定位芯片的精度渊2.5M

RMS冤基本上吻合遥 为了验证分析的正确性袁做了如下

误差公式在 100m 内随机生成误差对应加到num[50]
中袁形成一组带误差的数据来模拟从 GPS 得来的定位
数据遥 通过式渊4冤来处理该组数据得出流速袁再与真实

速度比较得出测量误差遥 同样的操作进行 50 次袁计算
出来的 50 组速度与真实速度比较袁结果见图 6遥
3.90

计算速度
真实速度

3.85
3.80
3.75
3.70
3.65
3.60
3.55

图5

定位精度实验结果

Fig.5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positioning accuracy

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49 53
组别
图6

测速算法仿真结果

Fig.6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speed measurement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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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最大的点其相对误差为 3.10%袁 这样的误差

该系统的可行性遥 对于该装置的定位精度袁本文通过

足够满足水文工程的精度需求遥

全微分近似代替定位误差的数学方法袁建立了误差的

5

计算公式袁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公式的正确性曰为了

实验

减少系统的定位误差对速度计算结果的影响袁提出了

5.1 通讯测试

在通讯距离为 460m 的两个地点袁 分别放置接收

装置于起点袁发送装置于终点袁进行传包测试袁并发送
了 100 个包数据袁接收结果统计见表 3遥
表3

下一步我们将在现在的基础上优化电路和软件系统
的设计袁尽快使该系统能投入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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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ditional float gauging, release the labor force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hydrologists, this paper proposed a design scheme of automatic buo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ZigBe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buoys structure, software and hardware. Using full differentials to
calculate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error of the device, the actual positioning error is proved by experiment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and the calculation algorithm of velocit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positioning error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speed and averaging it several times under a certain amount of data. After 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the speed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device can meet the needs of hydrologic current measuremen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buoy automatic gauging.

Key words: GPS; ZigBee; buoy; flow rate; total differentiation; matlab si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