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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技术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

及其在安防领域中的应用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new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ecurity field

鲁思慧

摘  要：本文将对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的新理念与架构特征作分析,并重点对在安防领域中的

应用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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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new concepts and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highlight its application 

in securit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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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与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伴随于

各个领域尤其是安防领域与城市安全管理需要其要求也愈

来愈高，即在迅速提高精度定位、跟踪及数据挖掘技术方

面的要求也随着增高，这就是说对保证国家与人民财产的

安全的要求需要更上一层楼。面对这新的挑战，如何应对，

这是从事安防系统设计与应用人员需要与时俱进解决的课

题。

那么应用何种新技术能适应这专注厘米级高精度定位

技术与系统呐？

随着人工智能 (AI) 与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及无

线实时定位可靠性显著的开拓与提升，如今已拥有室内外

精准定位核心技术，在定位系统设备、位置信息与现有数

据挖掘软件、定位与视频数据融合应用等方面的国际先进

水平技术。尤如新型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最高可达 1cm

定位精度，能够帮助系统集成商、终端用户实现不同的定

务需求。其功能呈现在如 3D（三维）空间定位、2D 平面

定位（二维定位）、1D 线性定位（一维测距以及零维区域

检测）、精确定位人员、设备、资产，并在定位基础上实现

轨迹追踪、区域报警、摄像联动、行为分析等方方面面。

由此的解决方案，其应用和潜在应用涵盖了智慧工厂、

仓储物流、监狱管理、建筑 BIM、电力、展会、机器人、

无人机、虚拟现实 (AR 或 VR)、体育、医疗、养老、港口码头、

教育、旅游景区、金融、矿井安全管理、高端安保、军事反恐、

智慧社区、停车场管理、企业事业单位等各个领域。

值此本文将对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的新理念与架构特

征作分析，并重点对在安防领域中的应用作说明。

2  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的新理念与基本架构

* 系统特有的新技术理念，使目前的无线实时定位可

靠性显著提升，能够帮助用户实现不同的定位业务需求。

如 3D 空间定位、2D 平面定位、1D 线性定位、可扩展的

基于存在检测的安防区域功能，即应用场景有较大差异，

系统仍然能够通过灵活的结构变化，满足现场的实际功能

需求，并最大限度获取最高性价比。图 1 所示为高精度定

位技术系统基本架构框图。

图 1（a）  为精准定位运行架构示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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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等基本功能，同时系统也具备极为丰富的定制开

发接口，可与现有行业软件方便的对接数据，已应用到包

括军工、工业、民用在内的百余个项目中。

3  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在安防领域的应用

值此以重要公共场所巡逻与监狱试监所人员定位中的

应用作重点分析说明。

3.1  适用于 5G 连接器有如下典例

* 系统架构  我国目前的监狱人员管理现状，多数还停

留在以狱警巡查加摄像机监视报警的阶段。因为监控镜头

过多，有限的警力无法同时监控每一个镜头的即时状态，

致使一些安全隐患凸显出来，以致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

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为防止越狱事件的发生，防止犯罪

分子再次危害社会，使监狱的信息智能化建设变得异常迫

切。定位技术在国内急速发展给监狱智能化建设带来新的

契机，该监管方案融合多种物联网技术，可完全满足当前

行业对人员监管信息系统的需求。系统可实现对高度戒备

监区内的罪犯及民警的实时定位、轨迹跟踪、自动点名、

越界报警、智能行为分析等功能。系统主要包括定位基站、

定位标签、定位服务器、定位引擎及显示终端、光纤等。

同时系统可对接监控摄像头、区域电磁门、视频存储服务

器等业务单元。逐步实现了监区智能化全方位监管。其监

狱试监所人员定位应用基本构建框图，见图 2 所示。它是

一种超宽带高精度实时空间定位系统。

* 系统架构  从图 1（a）可知，该高精度定位技术系

统的网络系统是支持灵活的网络架构，从而实现 3D、2D、

1D 定位功能。一个典型精准定位运行网络架构由四部分

构成 ：即，定位基站或定位环境、数据传输通道、定位引

擎服务器及云端及终端或移动终端 (Tag)。其中定位基站

能对人员精确定位并分布于场景区域的几何边缘，并对该

区域进行信号覆盖 ；移动终端附着在定位对象表面，如人

的手腕、设备的上盖、车辆的顶部 ；当终端进入基站的信

号覆盖范围内，即自动与基站建立联系 ；基站依据内置规

则完成 TDOA( 到达时间差 ) 数据的获取，并通过数据传输

通道发送至定位引擎服务器，进而计算出移动终端的实际

位置 ；定位引擎服务器支持大容量标签网络的原始数据获

取、位置解算与坐标输出。

其 TDOA 定位是一种利用时间差进行定位的方法（见

图 1（b）所示 TDOA 定位算法示意图）。通过测量信号到

达监测站的时间，可以确定信号源的距离。利用信号源到

各个监测站的距离 ( 以监测站为中心，距离为半径作圆 )，

就能确定信号的位置。但是绝对时间一般比较难测量，通

过比较信号到达各个监测站的时间差，就能作出以监测站

为焦点，距离差为长轴的双曲线，双曲线的交点就是信号

的位置见图 1（b）中的绿方块。

图 1（b）  所示 TDOA 定位算法示意图

该系统基于无线脉冲信号，实现了信号脉冲的到达时

间检测。核心解算部分基于 TDOA 双曲线算法，并提供皮

秒级基站网络时间同步精度。定位基站采用独特的双通道

设计，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并提高了数据吞趾量 ; 在数

据上传、下传通道上，由于采用了 10 ／ 100M 以太网，

可以支持成千上万的终端吞吐数据以及同步信息数据包，

且支持双向的用户载荷数据流 ( 上下行用户数据 )。

* 系统软件特征  需指出的是，该精准定位运行系统的

工业 4.0 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PC 的定位引擎、管理界面和

数据 API 接口。PC 端管理界面具有实时定位、轨迹回放、

图 2  所示为监狱试监所人员定位应用基本构建框图

* 系统运行  系统主要是对犯人和探访者的活动进行跟

踪定位或区域管制，同时掌握狱警分布情况。这就需要在人

员身上放置一个代表其身份的无线定位终端，终端不断地自

动发射无线信号。并在各个区域配置可以自动识别这些终端

的定位基站。定位终端和定位基站之间可以相互通讯传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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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信号，形成一个无线监控网络。人员无论走到哪里，其附

近的定位基站可接收到定位终端发送的无线信号。定位基站

把收到的定位终端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服务器进行数据分

析和处理。服务器将处理好的定位数据分发给监看和管理计

算机，以二维或三维地图的方式显示出人员的当前所在位置。

根据监狱实际情况，在系统预先设置相关人员的活动区域和

活动时间，一旦走出规定范围或超出时间，系统可立即判断

出异常并触发警报，值班人员可即时地在屏幕看到发生异常

的人员和地点，采取相应措施。

* 系统功能有多种，具体分 ：人员实时监控，即人员

实时监控电子地图实时显示所有在押人员、探访者及狱警

位置，监控人员可动态掌握人员数量和实时分布情况。人

员查找定位输入人员姓名或编号便可快速定位要查找的犯

人、探访者或狱警所在地点 ；人员查找定位，用输入人员

姓名或编号便可快速定位要查找的犯人、探访者或狱警所

在地点 ；非法聚集报警，即在指定区域，系统可以设置最

大允许人员数量，一旦超过预设人数，立即发出报警信息；

禁区入侵报警，即禁区入侵报警限制区域，未经允许的定

位终端进入将发出报警，在出入某些关口时，可设定好通

过条件，当不符合要求的定位终端出入关口时将发出报警

信息，或者某些区域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可进入，如在其

他时段进入员被视为非法侵入，也会发出警报 ；非授权离

位报警，即规定某些犯人不能离开某个区域，或者在某个

时段不能离开指定地点，一旦离开将发出报警 ；活动轨迹

回放，即系统全天候记录所有人员经过地点和时间，可对

人员运动路线进行跟踪回放，掌握其详细活动路线和时间；

自动查房点名，即可定时自动对各监舍进行人员清点，具

体呈现应到人数、已到人数、未到人数，如果人员未到，

将及时发出报警。犯人进错房间，或在非常规时间内离开

房间，也将发出报警信息 ；脱离看管报警， 能将犯人定位

终端和狱警定位终端绑定，可一对一或多对多进行绑定，

对犯人和狱警距离进行限制，当两者相距超过规定距离时，

系统发出报警信息 ；紧急求救呼叫，即狱警和犯人定位终

端具有报警按钮，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可以按下报警按钮，

监控中心点得知报警人所在位置，迅速进行支援。该超宽

带高精度实时空间定位系统功能的典型应用场景示意图见

图 3 所示。

3.2  重要公共场所巡逻中的应用

* 系统组成  为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及时发现各类

可疑嫌疑人员，有效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增强人民群

众安全感，公安及武警部队加强了广场、机场、车站、码头、

繁华街道等治安复杂地区的巡逻守护。但是这些区域情况

复杂，佩戴的枪支又是重要的军事物资，需要巡逻人员时

刻保持警惕，同时要防止犯罪人员企图抢夺枪支，因此指

挥人员需要能够实时掌握巡逻人员的巡逻轨迹和持枪状态，

能够强化反应能力，实现保障巡逻人员和重要军事物资安

全的措施。该系统通过多种技术的结合，兼顾室外及室内

巡逻人员定位及枪弹管控。

* 系统运行  动态巡逻勤务枪弹管控系统主要采用室内

基站定位、室外 GPS 北斗卫星定位、GPRS 基站定位及

数据传输多种技术结合，对巡逻人员、枪支、弹夹进行跟

踪定位并报警管理。作战人员身上佩戴一个代表其身份的

无线定位终端，终端不断地自动发射无线信号，与室内布

置的定位基站、GPS 北斗卫星、GPRS 基站之间相互通讯

传递无线信号，形成一个无线监控网络，人员和设备无论

走到哪里，都可接收到定位终端发送的无线信号 ；定位基

站把收到的定位终端信息及 GPRS 发送的数据，通过网络

传输到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服务器将处理好的定

位数据分发给监看和管理计算机，以地图的方式显示出人

员的当前所在位置及报警状态 ；在系统预先设置相关人员

的活动区域、活动时间、巡逻条件，在巡逻过程中对规定

条件进行对比、分析，触发报警条件或图形、数据。

 * 系统功能有多种。具体为 ：人员移动轨迹，能通过

图 3 所示为超宽带高精度实时空间定位系统

功能的典型应用场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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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地图实时显示一个或多个反恐人员移动轨迹 ；跟踪指

定人员，即地图随着终端的移动自动切换，将鼠标移到终

端上可以看到终端的当前状态 ；人员部署结构，能通过电

子地图实时显示巡逻人员部署的状态、配合情况 ；现场调

度指挥， 即指挥人员根据巡逻情况指挥调度，掌握巡逻人

员按命令行动的实时状态 ；人员报警状态信息，能通过电

子地图上不同颜色和形状显示人员的报警状态 ；重要军事

设备脱离报警，其巡逻人员佩戴的枪支、弹药应保持正确

的佩戴方式。如果枪支离身或弹夹准备拿出，将触发报警，

传到指挥中心。同时实现犯罪分子抢夺枪支，发生告警 ；

区域告警，能划定某些巡逻区域，未经允许的人员脱离巡

逻区域发出报警信息，并将实际位置显示在地图上 ；消失

告警，在终端消失后发出告警 ；紧急求救呼叫，巡逻人员

定位终端具有报警按钮，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可以按下报

警按钮，监控中心点得知报警人所在位置，迅速进行支援；

历史记录查询，可以随时按照时间段调用巡逻人员活动的

轨迹并进行回放，掌握其详细活动路线和时间 ；动态统计，

能具体呈现巡逻人数、行动时间、完成情况。

4  后话  

（1）从上述新技术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系统及其在在

安防领城的应用的分析，可知该系统优势为 ：根据实际需

求选择 TDOA 硬件，根据现场环境优化的方案性价比更

高 ；所有定位基站采用高灵敏度全向天线，增加信号疆

盖面 ；取消定位单元的限制，实现“Where Go．Where 

Locate”无缝定位机制 ；仅需连接以太网同步线绒即可实

现高吞吐量 TDOA 定位网络，而无需专用集线器 ；对于大

量终端的应用，可进行开放性定制 ；引擎平台的用户接口

(API) 支持国际标准 ISO 24730-1，满足多样化需求 ；降

低工程复杂度，在应用上使系统的性价比最大化。

（2）近年来，随着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打击刑事

犯罪的任务日益加重，各种监管场所的被拘押、被收教、被

强制戒毒等违法犯罪人员数量逐渐增加，业务机关工作难度

逐渐加大。在新形势下，以科技创新手段提高人员监管管理

水平，提升在押人员监管的信息化程度，满足防越狱逃脱、

防狱内案件发生、防袭警、防尾随、加强监控力度等业务需

求，成为人员监管行业市场对监管信息系统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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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数据中心电源系统的要求不断发

生变化。但总的趋势要求是：安全可靠、扩容方便、配置灵活；

因此，环保高效的高频 UPS 及高功率密度的模块化 UPS、

高压直流将逐步在数据机房推广 ；同时传统的相控型整流

的 UPS 因可靠性高的特点，在数据机房的使用应当会再

持续一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