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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Ps车辆卫星监控系统利用公用的GSM／GPRS无线通信 

网络．将车辆GPS位置信息及车辆状态(被盗、教抢等)信息发 

送到所属监控中心．由监控中心对信息作相应处理，监控中心 

也可发送控制(关引擎、l监听等)信息完成车辆控制 其中+车载 

cPs终端不仅可以把车辆的运行情况记录下来，并且可与l监控 

中心进行实时积向传递数据，使汽车用户在行驶的过程中能略 

得到厦时、准确、便捷的导航、通}R、监控 防盗 报警和调度等 

功能 

可以说，GPS车辆卫星监控系统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犯罪分子对车辆．特别是对司机的侵害。同时．其便捷的调度 

及导航功能更是极大地方便了汽车用户的出行及对车辆的掌 

握 考虑到GFS终端成率和可多用胜．本文提出一种低戚率、 

低功耗 檄型化并可便携的车戴f；PS智能终端解决方案 

2 GPS卫星监控系统组成 

整个GPS车辆卫星监控系统由空间部分、地面监控部分、 

用户设备部丹及 GSM／GPRfqlN3’ERNET公众嘲服务平台四部 

分组成，如图1所示= 

监控中心 

图 1 GPS车辆卫星监控 系统示意图 

(1)空间部好是南 24颗卫星组成．它们均匀地分布在6条 

卫星轨道 确保了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任何n~l'nq最少能看 

见4颗卫星．满足定位要求。 

(2)地面监控部分是整个卫星监控系统的棱心，负责接收 

车载移动终端传送来的车辆 GPS定位数据信息．并对车辆的 

拙警和调度信息进行处理 = 

(3)用户设备部分指的是车载GPS终端 它埔过 GPS接收 

天线接收GPS卫星发射的定位信号．根据中心指令将位置信 

息记录下来．或实时地将位置信息传到监控中 12,．同BlI接收中 

心的控荆指令 

f4 J公众闱腰务平台包括 GSM／C-PBS无线通信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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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国际互联网，前者主要用于终端 、汽车用户和监控 

中心之间的无线通信，后者主要是以web形式提供用户车辆的 

当前监控信息。 

这里主要介绍可便携车载GPS智能终端的软、硬件详细 

设计过程。 

3 终端的硬件设计 

本文所设计的 GPS终端主要运用于车辆安防，是 GPS车 

辆卫星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便携式设计有效地 

扩大了应用领域。 

3．1 终端的功能 

GPS终端主要实现的功能：定位、与监控中心通讯 、历史轨 

迹记录上传、速度报警、紧急报警、电量不足提醒、断油／断电 

控制、监听／紧急通话等。 

3．2 终端硬件的整体方案 

GPS终端主要由GPS接收模块、GSM通讯模块和CPU处 

理模块三大部分组成。 

本终端主要基于低功耗、低成本、微型化及可便携的设计 

思想，所以对各部分模块(尤其是CPU、GPS、电源和GSM)的选 

型进行详细的分析 、对比，最终选用 1rI公司的 l6位 RISC单片 

机MSP430Fxxx作为终端的主处理器，方案整体框架如图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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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PS智能终端硬 件框 架图 

克 

终端以 MSP430Fxxx微处理器为控制核心，通过单片机 自 

身的双串口分别与GPS模块及 GSM模块相连。通过 SPI接口 

扩展一 8Mbit的外部串行FLASH来存储定位信息，通过 GPIO 

El控制继电器的输出及接收外部紧急按键的输入。终端使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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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12V电瓶供电，同时使用锂电池作为备用电源，使该终端可 

以作为便携式设备随身携带。 

3．2．1 主处理器。MSP430Fxxx堪称 目前世界上功耗最低的单 

片机，具有非常突出的优点： 

(1)超低功耗，满足终端低功耗需求。该款单片机的电源电 

压采用 1．8-3．6V低电压，活动模式耗电250uA／MIPS(MIPS：每 

秒百万条指令 )，GPIO输入端口的漏电流最大仅 50nAt~l。 

(2)丰富的系统资源，满足低成本要求。自带 64KB程序 

FLASH、256B的数据 FLASH和 2 KB的 RAM，足以满足系统 

的需求。此外，丰富的外围模块 ，8路 l2位 AD、看门狗 、l6位定 

时器、双串口、I2C总线、SPI总线和最多48个GPIO口等。这些 

设备极大减少了GPS终端的外围扩展设备的数量，不但有效 

地节约了成本，更缩小了系统的占用面积，使设备更加小巧。 

(3)处理能力强、工作稳定，使设备更耐用。该款 l6位单片 

机，采用了目前流行的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最高指令处理 

能力达到 8MIPS。同时具有内部和外部时钟发生器，当CPU外 

部时钟MCLK发生故障时，内部DCO会自动启动，以保证系统 

正常工作。这种结构和运行机制，在 目前各系列单片机中是绝 

无仅有的。 

3．2．2 GPS模块。GPS模块用于接收GPS卫星的信号，并计算 

出车载终端 目前所在的位置。终端选用的是瑞士 U—BLOX公 

司的TIM—LH接收器，该模块的一些重要参数指标如下：体积 

(24．5 X 24．5 X 3 mm)、重量 3g、冷启动时间 <34s、热启动时间 

<5s、位置误差 <5m、工作电流 <50mA、工作温度范 围 -4o至 

+85摄氏度121。 

3．2．3 GSM／GPRS模块。选 用法 国 WAVECOM公司的双频 

GSM／GPRS模块 Q2403A，该模块支持话音、数据等功能，可以 

满足系统的设计要求。虽然它不支持标准的TS27．010串行通 

信复用协议，但 WAVECOM自己的复用协议也基本上可以满 

足话音 ／数据复用串口的要求。 

3．2．4 串行FLASH。终端扩充了外部FLASH存储历史 GPS定 

位信息，考虑到简单、实用，系统选用 8Mbit的串行FLASH 

(AT45DB081B o该芯片与 CPU通过 SPI总线接 口连接，控制 

非常简单。GPS每条存储信息为88个字节，FLASH总共可以 

存储 12 288条历史记录，如果按每半分钟存储一条来计，终端 

可以同时存储4天的历史记录。再按 AT45DBO81B可以重复擦 

写 lO万次计，那么最少可以使用 100年。 

3．2．5 电源设计。在车载移动平台上。 供电电源为车载蓄电 

池，供电电压 12V。同时，为了防止汽车供电被切断后车载 GPS 

终端无法工作，设备上加装了备用锂电池，当主电源切断或缺 

电时，马上切换到备用电源供电，并且向控制中心报警。当终端 

作为便携式设备使用时，可以直接使用备用锂电池供电。考虑 

到低功耗及便携式设计，终端选用的电源芯片特点均是宽电压 

范围输入、效率高、体积小、适用于锂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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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端的软件设计 

为了满足终端和监控中心多功能的控制需求，本系统制定 

了稳定可靠的通信协议，并实现了复杂的控制流程。 

4．1 终端与监控中心交换协议 

工作过程中，终端根据双方制定的通信协议，接收监控中 

心的控制指令，然后根据指令要求上传有效的GPS及车辆状 

态等信息到监控中心。下面是一条下行协议格式如图3所示 

(均为 ASCII码 )，此协议的功能是要求终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点给监控中心发送一条GPS的定位信息。 

图 3 下行协议格式 

其中，协议标识 1个字节；类型 1个字节；命令编号 1个字 

节；时间间隔4个字节；有效月份为可变长度；有效Et可变长 

度；每Et有效时间可变长度。协议中使用“；”作为间隔符。 

4．2 GPS协议 

GPS接 收机采用 美 国国家海 洋电子协会制定 的 

NMEA-0183通信标准格式 ，数据采用 ASCII码。其中，$ 

GPRMC语句包括 l3个记录：语句标识头、世界时间、定位状 

态 、纬度、纬度方位 、经度、经度方位、地面速度、地面路线 、Et 

系统初始化 

从内部flash读取预存命令 

根据命令初始化I／O 

一 条完整GPS信息? 

处理GPS数据 

GPS信息有效? 

存到外部flash 

根据 已存命令执行操作 

读取短消息，解析协议 

图 4 主程序流程图 

期、磁偏角、校验和及结束标记，例如：$GPRMC，130 304．0，A， 

4717．115，N，00833．912，E，000．04 ，205．5，200601，01．3，W *7C， 

<cR)<LF)。其中第二个及第三个逗号之间的内容代表的是定 

位状态( )，‘A’代表GPS数据有效，‘V’代表GPS数据无 

效。 

4．3 系统工作流程设计 

终端主程序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终端上电后首先进行系 

统初始化，主要是进行单片机寄存器配置及变量初始化。初始 

化完成以后，系统读取内部FLASH的已存命令，根据命令配置 

I／O口，即恢复车辆断电前的状态。接着系统进入主循环，当接 

收到一条完整的GPS信息后，将此条信息进行处理，如果是有 

效信息，则将此 GPS信息存储到外部FLASH。然后系统解析已 

存储的控制命令，根据要求进行相应操作。处理结束后，终端检 

测是否收到监控中心的控制命令，倘若收到了命令，则首先对 

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判断，然后进行相应协议解析，并将有效指 

令存到内部FLASH，防止掉电丢失。终端实时监控汽车电瓶及 

备用电池电量，当检测到电瓶或者后备电池电量低于设定的电 

量值时，即刻向监控中心及车主发送电量不足提醒信息。 

4．4 GPS数据滤波算法 

终端在GPS信号较弱的情况下，会有飞点现象发生，软件 

采用防脉冲干扰平均值滤波法计算经、纬度值最终解决了这一 

问题。该算法详细过程如下：在N个采样值中，去除Max(Xi)、 

N一2 

Min(Xi)，然后计算 x=( xi)／(N一2)作为最终计算结果，其中 
i=l 

Xi为采样的经度 、纬度值 ，为了加快测量速度，N取 6。 

5 结束语 

本文所设计车载 GPS智能终端已经实现到产品初期生产 

阶段 ，经过实际测试其性能稳定 、功耗低、定位精度高、外形小 

巧，有非常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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