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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气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空气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使人民大众直观全面的了解

当前空气质量，对于指导日常生产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当前空气

质量仍存在监测技术相对滞后、监测区域小、便携式监测与永久监测不匹配等缺

点，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本课题基于物联网技术、嵌入式技术和

Android技术设计开发了一套具有单机和网络两种工作模式的空气质量监测系

统，即可作为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也可作为永久监测站点，并且可实现空

气质量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实时发布。

本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主要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硬件系统以32

位嵌入式单片机STM32为控制核心，选用基于激光散射原理的高精度传感器模

组和高精度定电位电解气体检测传感器完成对PM2．5、PMl0以及S02、CO、

03、N02等六项空气质量指标的采集，采用具备AP+STA模式的WIFI模块完成

与Android客户端和远程服务器的通信。在数据交互方面采用了UDP协议。在

数据滤波方面，系统采用了限幅滤波、惯性滤波等多种数字滤波算法相结合的方

式完成采样数据的初步分析与处理，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软件系统包括远程服务器端、Android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三部分。远程服

务器端采用了J2EE的设计架构，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统一管理以及与Android

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的数据交互。另外在远程服务器端搭建了ArcGIS服务器为

Android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提供地图服务。Android客户端有单机和网络两种

工作模式。单机模式下直接与硬件系统完成数据交互，并完成实时数据和历史数

据的显示与管理，另外系统采用自定义的文件格式存储空气质量数据，可实现数

据的高速提取与解析。网络模式下移植了ArcGIS for Android和panoramaGL插

件，实现地图标注以及三维实景浏览等功能。另外系统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

日常活动范围，从而智能的为用户推送空气质量数据。微信公众号的开发方便了

广大用户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空气质量数据。在微信公众号端移植了ArcG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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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插件提供地图服务，同时本公众号也支持数据查询、自动回复等功能。

最后系统集成测试表明：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交互良好，系统各模块运行稳

定，满足设计要求。

Ⅱ

关键字：物联网，Android，WIFI模块，ArcGIS，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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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is a natural resource for the survival of each of US，the air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in order to make people visua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air quality,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But China。S current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for example th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lagging，the monitoring area

is small，portable monitoring and permanent monitoring does not match．In a word，

the current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can't satisfy people’S growing demand．So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embedded technology and Android

technology,this paper develops a set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which has two

kinds of working modes：stand-alone and network．This system Can be used as a

portabl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equipment and also Can be used as a permanent

monitoring site，and it Can achiev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real·time release of air

quality data．

Th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two parts，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s．The hardware system applies the 32一bit embedded microcontroller

STM32 as the control COre，selects high precision Sensor and high precision constant

potential electrolysis gas sensor based on laser scattering theory to collect the data of

PM2．5，PMl0 and S02，CO，03，N02．And it USeS WIFI module which could work in

AP+STA module to complet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ndroid App and the

remote server．In the aspect of data interaction，we use UDP protoc01．In terms of data

filtering，the system combines the limiting filtering，inertial filter and other digital

filtering algorithm to complete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f original

data,and the hybrid filtering algorithm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oftware system includes three parts：Remote Server,the Android client and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We USeS the J2EE architecture，mount EJB and Servlet

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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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in Wildfly application server to complete the unification management of

the air quality data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Android client and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for the design of the remote sever．In addition，we build the ArcGIS Server

to provide map Servioe for the Android App and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The

Android App has two modes of stand-alone and network．In Stand·alone mode，the

client directly exchange data with the hardware system and complete the display and

management of real-time and historical data．Additionally the system adopts the

custom file format for storing air quality data,and Can achieve high-speed data

extraction and parse．In network mode，we transplanted the ArcGIS for Android and

panoramaGL widget to achieve map annotation and 3D imaging browsing．In addition，

the system uses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user,SO

as to push the air quality data．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is convenient for the

majority of users to obtain air quality data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In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We transplanted a plug-in named ArcGIS for JavaScript to provide

map service．And at the same time Official Accounts support data query,auto reply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integration test has shown：The hardware system and software system

interact well，each module of the system runs stably and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Keywords：the interact of things，Android，WIFI module，AreGIS，the WeChat

o仟icial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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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一章绪论

1．1．1我国空气污染现状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方面使人民群众的

生活物质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给我国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多数人不知“霾”为何物到人们谈“霾”色

变，大街上到处可见戴着防护口罩的人们，甚至有些地区常年不见蓝天。根据

2015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开展空气质

量监测的161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其余145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超标城市占90．1％111。

虽然目前我国空气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但是从各项指标数据来看，大气污

染治理依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2014年，S02年均浓度范围为2～123119／m3，平

均为35pg／m3，同比下降14．6％；N02年均浓度范围为14～671Jg／m3，平均为3899

／m3，同比持平；PMl0年均浓度范围为35～233pg／ma，平均为10599／m3。同

比下降3．7％；0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浓度范围为69～2101Jg／m3，

平均为140119／m3；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范围为0．9～5．4mg／m3，平均为

2．2mg／m3；PM2．5年均浓度范围为19"--13099／m3，平均为6299／m3。三大重点

区域，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各项污染指标都有所下降，空气质量达标城

市也较2013年有所增多。图1-1是2014年各主要指标平均浓度与2013年对比

图。

当前我国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工业。根据环境公告的显示，在二氧

化硫总排放1974．4吨中有1740吨都来自于工业排放，氮氧化物总排放量2078

吨中有1404吨来自于工业【11。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依然是当前环境治理的重中之

重。加快经济转型，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源消耗，逐步由粗放型的经

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另外机动汽车排放污染物在总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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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的比重越来越高，引导人民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减少私家小汽车的使用，

在人民群众中逐渐培养形成低碳环保的意识121。表1．2是2014年主要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

#20I 3 ■2014

j60

图1．1 2014年各指标不同浓度区间城市比例

表卜l 2014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捧放量

二氧化硫(万吨) 氮氧化物(万吨)

排放总量 工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 排放总量 工业源 生活源 机动车 集中式

1974．4 1740．3 233．9 O．2 2078．0 1404．8 45．1 627．8 0．3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空气状况仍不容乐观，空气污染情况依旧严重，在大气

污染治理的道路上我们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1．2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空气与人类的一言一行息息相关，它直接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一个人

每天呼吸的空气约为l万多升，折合质量约为12．9 kg，约为每天所需食物和饮

水量的lO倍【31。一般普通人在不吃东西的情况下可以生存lO—15天，不喝水可

以生存5—7天，但是不呼吸最多只能坚持5分钟。洁净的空气对人类的安全生

存至关重要。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人类灾难事件已经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1952年英国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使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

适感，在短短的5天内造成5000多人丧生。在大雾过去后恶劣影响仍在继续，

根据英国官方给出的数据，在大雾过去后的两个月里至少有八干多人相继死亡i41。

而且此后的十多年间英国又前前后后总共发生了12次的烟雾事件，由此造成的

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更可怕的是诸如此类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亚洲的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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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南美洲的智利、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都曾发生

此类灾难。其实我国的兰州地区也曾出现过光化学烟雾。

汽车、工厂等污染源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等一次污染物，在阳光

照射下相互作用，产生臭氧(对流层的臭氧对生物有害，平流层的臭氧吸收紫外

线对生物至关重要)、硝酸等二次甚至三次污染物。这些物质相互混杂与空气中

的粉尘结合，其上又附注各类病原体，人类吸入后引起呼吸道感染等各种问题，

严重时危及生命【51。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造成“温室效应”，使地球表面气温升

高，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改变大陆结构，使人类居住地萎缩，进而引发一系

列生存问题。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它与血红蛋白的亲合力是氧气与血红蛋白亲合

力的200多倍，使血红蛋白丧失输氧能力，进一步引起组织缺氧，导致头痛，神

经麻痹，甚至危及生命。大气中某些有害化学物质还具有致癌作用，它们大部分

是有机物，如多环芳烃及其衍生物。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烟尘和汽车废气中，

可检出30多种多环芳烃组分，其中苯并(a)芘的存在比较普遍，致癌性也最强。

五十年代以来，各国城市居民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逐渐增高，而且显著高

于农村16J。

综上所述，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污染成分对人

体构成不同的危害，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生存质量。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便人

类取得惊人的科技、经济、文化成就，也不能弥补对生态平衡造成的破坏。我们

应当规范自己的行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

1．1．3空气质量检测现状

在监测技术方面，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

研人员就开始对如何设计出高精度、高效率的空气质量监测仪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sqo]。空气质量监测仪先后经历了第一代湿法器和第二代干法器的发展过程。湿

法的测量原理是库仑法和电导法等，测量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化学试剂，所以不

可避免的存在试剂调整和废液处理等问题：干法则基于物理光学测量原理，利用

定电位电解传感原理，样品始终保持在气体状态，没有试剂损耗，维护量较小，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理想的性能价格比111l。

在监测网络方面，欧美国家采用的是一个监测点位只测量一种空气指标数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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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一种监测指标都建立监测网络的模式【8—1。欧盟国家目前的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欧盟为统一的整体组织建立的监测网络，另一部分

是各个国家自主建立的监测网络【12】。两个监测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监测

范围内，它们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共同推进欧盟的大气监测和污染治理进程【13】。

欧盟在境内设置了大量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包括城市区域站点、郊区站点、农

村站点、交通枢纽站点以及工业区域站点等类型。截止到2010年，欧洲各指标

监测站点的总个数如表1-2所示。

表1·2欧洲各指标监测站点总个数

监测指标 S02 N02 NOx Co 03 PMl0 PM2．5

站点数 2098 3278 243l 1314 2270 3040 997

另外，根据欧盟制定的相关空气质量监测标准的规定，欧盟在各成员国内部

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截止2007年，欧盟成员国空气质量监

测网络的建设情况如表1．3所示。

表1-3欧盟成员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蜀窜 空气质量苴舅丹培童设情况

燕嗣 2s个藏市自动譬舅站，15十多村0，譬谢蛄．9十自动奠舞靖．252十蝈弄和s02譬舅站．5个有毒有帆物冀爿蛄、32十酸

沉舜篮舅站,38十乡村SO，盆滔站和19 t￡M￡P监撼点

法茸 380十S02监舞站．235十NO．蓝舅站、107十O。篮舅站，秘十挥生性有机亿合糖t■站．嘶十CO篮舞站,93十恃殊用

途譬薯蛄

葺胃 16个曩邦州譬嗣一培．共有550个譬舅站

曩■稠 237个t舅站点

芽兰 117十蓝一站点，6十SO，霄景篮薯站朝7十0，霄曩盛羹蛄

比稠时 19．1十譬■蛄点，I量了曲十篡■和l，十工量区

美国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也较为完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环保局

就开始组建、运行各个州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和国家监测网络，用来监测和评估

各区域的空气质量【8】。目前美国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已经发展到4000多个监测

点位，而且他们又从中选取1000多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点组成子监测网络，子监

测网络与大监测网络相互配合共同完善美国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目前欧美国家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这也为我们提供

了借鉴。我们要结合我国实际，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努力发展健全我国空

气质量监测体系。

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环境空气监测工作起步较晚。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

空气监测工作仍主要依靠手工的监测方法，当时监测指标也主要是二氧化硫和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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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等【14】。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一线城市

才开始引进国外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但此时手工监测依然处在主导地位。

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和自动监测系统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与进步，也逐渐取代手工监测技术成为空气质量监测领域的主导力量。到

2010年左右时，我国己建立了针对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体系，从而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的空气质量监测，监测指标也加入了PMl0。

近年来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环境质量监测，不断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也加大对环境监测领域相关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2012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空

气质量新标准(GB3095．2012)代替了1996年发布老空气质量标准，并宣布新

空气质量标准自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l】。在新标准全面实施前国家采取了

三步走方案，分别是第一阶段在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

和省会城市开展新标准，并且引入PM2．5、CO、03等监测指标：第二阶段在国

家环保重点城市、模范城市在内共119个城市开展新标准，并且开始启动空气质

量预警中心建设；第三阶段要在除前两个阶段已实施城市以外的所有地级及以上

城市开展新标准。当前2015年的环境公报还未发布，等发布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338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1436个监测点位的具体建设情况。

虽然我国当前在环境监测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我

们的监测网络与监测技术依然是不全面的1151。根据新标准要求，要对二氧化硫

(S02)、二氧化氮(N02)、可吸入颗粒物(PMl0)、细颗粒物(PM2．5)、臭氧

(03)和一氧化碳(cO)等6项监测指标进行监测，但是由于地方财政等因素

的影响，监测指标上目前某些地区仍只能做N-氧化硫(s02)、二氧化氮(N02)、

可吸入颗粒物(PMl0)的监测，而且随着监测设备的增多造成监测子站过度拥

挤，从而导致监测数据不达标等问题。此外，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与设备还有相

当一部分依赖进口，自主能力仍显不足。我们仍需不断的健全和完善监测制度和

管理体制，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16-1。

1．1．4课题研宄的意义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环保事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其中特别是与我们呼吸相关的空气污染问题【l】。前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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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部《穹顶之下》更是将大气污染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建立起系统完善

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使人民大众直观全面的了解当前空气质量，对于指导生活

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17】。随着我过环保事业的不断推进，空气质量监测设

备行业有望进入快速发展期。作为环保各项工作的数据来源、污染度量、环境决

策与管理的依据以及环境执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环境监测在我国环保工作中重要

性日趋明显。然而当前我国的空气质量监测点数量相对较少，还不足以建立起完

善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181。

根据我国2012年开始实施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以及新标准的“三步走”实施

方梨1虬11，我国先后于2013年1月1日和2014年1月1日分两期对161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共884个国控监测点位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进

行实时发布，并每月进行空气质量排名。各地也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不同方

式及时发布城市空气质量信息，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已实现所有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空气质量监测和信息发布。然而对于地级以下的众多小城市及其城乡区域甚

至大城市的郊区，大部分都还没能实现空气质量的实时监测、数据管理和信息发

布，建立有规模的监测点和数据管理中心对于这些地方来说一方面没有必要另一

方面财政负担又太大，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建立小型的、可固定又可移动的空气

质量监测点位较为现实。固定在某个地方时就是一个长期的监测点位，可实现空

气质量的长期监测和数据实时上传。移动时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具有网络功能的空

气质量监测仪，可实现某一区域一段时间内的空气质量监测，并且可将监测数据

上传至网络以便长期存储和分析。这种具有多种用途，可随时转换角色的空气质

量监测仪对于完善我过当前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必定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应急监测领域，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便携式现场监测仪器的阶

段陋】。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监测仪器小型化成为现实。体积小、重量轻、

监测速度快，同时监测精度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便携式设备正在成为现场监测领

域的新宠【231，当前的欧美国家己进入便携式应急监测的新阶段。然而，国内的

空气质量应急监测仪器普遍比较落后，大多数监测单位仍需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

指标采集或使用进口的监测仪进行应急监测。因此发展便携式空气质量监测仪对

于填补我国当前在空气应急监测方面的空白具有一定意义。另外对于一些例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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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冶炼厂等需要重点监测和监督的区域【2牝51，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仪也能

发挥重要作用。

故本课题致力于研发既可固定在一处作为长期监测点，又可作为便携式空

气质量监测设备的智能化仪器。我们相信这种具有灵活功能且可快速转变角色的

智能化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必定具有一定作

用，也必定能在我国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1．2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基于物联网技术、嵌入式技术和Android技术设计

了一套具有单机和网络两种工作模式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该系统由硬件部分和

软件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采集与上传。软件部分包括远程服

务器端和Android客户端。远程服务器端主要提供空气质量数据和监测点位信息

的统一管理平台，Android客户端主要完成空气质量数据和监测点位信息的展示。

在单机模式下时，该系统的硬件部分直接与Android客户端通信，完成空气质量

指标数据(S02、CO、N02、03、PMl0、PM2．5)的采集、显示、本地保存与分

析，其功能相当于一个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仪。在网络模式下时，该系统的硬

件部分采集的空气质量数据直接上传至远程服务器，用户可通过Android客户端

远程调取数据。并且在网络模式下Android客户端集成了ArcGIS技术和三维全

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监测点位信息。系统支持单机模式下采集的数据在

网络模式下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另外本系统开发了微信公众号，以便普通用户通

过多种渠道了解空气质量数据。本论文在结构上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我国当前空气污染现状以及目前国内外在空气质量监测

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指出我国当前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方面的不足，并详细说

明了研发功能灵活、可快速转变角色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主要介绍本系统的总体架构和功能设计，以及本系统在研发过程中涉

及到的主要技术，包括均值算法、Java加密技术等。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本系统的硬件部分。首先介绍了硬件系统的总体架构和无

线通信方式的选择，然后从供电单元、WIFI无线通信模块、核心控制单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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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阵列等模块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第四章主要介绍软件系统的功能架构及实现。首先介绍了本系统远程服务器

端所采用主要技术以及数据架构，然后详细介绍了Android客户端在单机模式和

网络模式下的功能架构及相关技术实现，特别是对GIS技术和三维全景技术在

Android平台的实现给出了详细说明，并给出了实现效果图。

第五章主要介绍本系统微信公众号的实现。介绍了微信公众号开发相关技术，

并对本系统在微信公众号上移植GIS地图和数据实时调取的相关流程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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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系统总体设计

第二章监测系统分析

2．1．1设计原则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经历长久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

一些功能单一、智能化程度低、信息封闭等问趔261，鉴于此并结合当前监测系

统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在进行系统设计时遵循以下原则。

系统化。系统化是指系统所涉及到的每个部分协同工作共同完成系统的功能。

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系统时从整体出发，通盘考虑，合理划分系统功能模块，从

宏观和微观上给出每个模块的详细设计方案。

标准化。所谓标准化即是在开发过程中对需要多方协调或重复使用的模块制

订一定的规则，在具体的代码编写过程中遵循规则。标准化的设计模式有利于规

范设计过程，缩短开发周期，理清设计思路，提供系统兼容性，使产品保持高度

的统一性。在本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对无线通信协议、数据文件格式、程序

接口等都进行了标准化的设计。

模块化。模块化设计要求我们对系统进行细致的功能模块划分，并尽量减少

模块耦合度、提高模块内聚。遵循模块化的设计原则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劳动，

另一方可以将复杂的系统划分为功能较为单一的模块。我们对本系统进行细致的

功能划分，特别是Android客户端部分，具体功能模块的介绍将在第三章和第四

章详细阐述。

网络化。网络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数据。本

系统不管是在网络模式下还是在单机模式下，检测得到的所有空气质量数据最终

都可以上传至网络。另外我们开发了微信公众号，使用户不安装客户端也可以轻

松获取数据。

智能化。在追求网络化的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的提高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在设计系统时我们要求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操作数据记住用户的使用偏好，智能

的为用户提供空气质量数据，从而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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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系统总体功能架构

本空气质量监测系统需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监测与管理，并通过Android客

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向用户提供数据浏览功能。本系统从功能框架上可分为嵌入式

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从工作模式上可分为网络模式和单机模式两种工作

模式。嵌入式硬件系统包括用于检测各项空气质量指标的传感器、核心控制单元、

无线通信模块以及嵌入式软件系统。软件系统是指远程服务器、Android客户端

和微信公众号。在单机模式下时，硬件系统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直接与Android客

户端相连，硬件系统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数据直接在Android客户端上显示、分析、

保存，其功能相当于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仪。但是单机模式下保存在Android

客户端上的数据文件依然可以在客户端切换到网络模式下时上传至远程服务器。

在网络模式下时，硬件系统采集到的数据直接通过无线网络上传到远程服务器上，

Android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网络实时调取空气质量数据。远程服务器

上搭载有GIS服务器、J2EE应用服务器和MySQL数据库。GIS服务器为Android

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提供地图服务，J2EE应用服务器提供数据访问接口，MySQL

数据库保存所有监测点位信息和空气质量数据。系统的总体框架图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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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模式下系统功能交互图如图2．2所示。

嵌入式硬件系统

实时致据显示

敷据分析、存储

报表导出

控髓命令

Android应用

图2-2单机模式下系统功能交互图

网络模式系统功能交互图如图2．3所示。

嵌入式硬件系统

2．2 lava加密技术

／mdroid设备

Android设鲁

图2-3网络模式下系统功能交互图

Java安全领域总共分为4个部分：Java加密体系结构JCA、Java加密扩展

包JCE、Java安全套接字扩展包和Java鉴别与安全服纠271。我们在本系统中主

要用到的是JCA和JCE，JCA提供了Java加密的基本框架包括证书、签名等，

JCE在JCA的基础上扩展了各种加密算法、消息摘要算法和密钥管理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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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两部分都是只提供了一组API，并没有提供具体算法实现【281。这是因为美

国对密码出口有限制，JCE的某些部分是禁止出口的。因此为实现完整的安全链，

就需要第三方提供JCE产品，被称为安全提供者。Sun公司提供了如何开发安全

提供者的具体细节。Bouncy Castle是众多安全提供者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

根据加密与解密过程的不同，Java加密算法可以分为三类：单向加密算法、

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加密算法1291。顾名思义单向加密算法是不可逆的，只能

加密无法解密，常见的单向加密算法有SHA、MD5和HMAC等。单向加密算

法常被用来做数据完整性验证。对称加密算法的对称是对密码来说的，即加密与

解密的密码是一样的。常见的加密算法有DES、3DES以及AES等。对称加密

算法是当前应用最广的加密算法，在软件和硬件领域都被广泛使用。非对称加密

算法将密钥一分为二：公钥和私钥。非对称加密算法的数据安全性较前两种算法

高很多，但是由于其公钥和私钥的分离也带来了加密／解密效率低的问题【30】。

本系统中采用的加密算法是对称加密算法AES。AES加密算法是被用来替

代DES算法的。其设计的基础要求就是要比3DES的效率高并且至少有与3DES

一样的安全性1311。当前AES算法被广泛应用在移动通信系统，其默认密钥长度

为128位。AES算法交互模型如图2．4所示。

巨 巨

图2-4 AES算法的信息交互模型

具体的Java实现函数实现如下：

对囊据进行^既解密

private static byte[】encrypt(String contenL String password)throws Exception{

SecretKeySpec key
2 I'IeW SecretKeySpec(password．getBytesO，”AES”)；

Cipher cipher=Cipher．getlnstance(algorithmStr)；／／algorithmStr

cipher．init(Cipher．ENCRYPT_MODE，key)；／／指定加密模式
return ciphcr．doFinal(content．getBytes(”uff-8’’))；／／加密，密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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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smile byte[】decrypt(byte[】content,String password)throws Exception{

SecretKeySpec key=new SccretKe)，spec(f'assword．getBytes0,．。'AES”)；

Cipher cipher=Cipher．getInstance(algorithmStr)；／／algorithmStr

cipher．ini“Cipher．DECRYPT_MODE，key)；／／指定解密模式
return cipher．doFinal(content)；；／／解密，获得明文

)

2．3数字滤波技术

由于空气质量监测仪器往往工作的环境比较恶劣，常存在环境温度、磁场等

干扰，采样数据难免发生偏离真实值的现象。在自然环境中噪声～般可以分为周

期性噪声和随机噪声两类。对于各种随机性的干扰信号可以通过数字滤波加以削

弱或滤除【32】。所谓数字滤波就是通过一定的计算机程序完成模拟滤波电路的功

能，减少干扰信号在输出信号中的比重。数字滤波较模拟滤波具有以下优点：不

增加任何硬件设备，采用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方法可以实现多通道信号公用一个滤

波程序，而且系统可靠性高、稳定性高；可以实现对模拟滤波器无法滤除的频率

很低信号的滤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滤波参数，较改变模拟滤波器的

硬件电路灵活的多。程序判断滤波、中值滤波器、加权算数平均值滤波、惯性滤

波等都是常用的数字滤波算法。

2．3．1程序判断滤波

许多被测物理量的变化都有一定的惯性，不会突然问发生过于剧烈的变化。

根据实际测量中积累的经验确定单位时间内的最大变化率△y，若测量所得数据

的变化率大于此值则表明输入信号存在较大干扰应该剔除，若小于最大变化率则

说明为有效输入信号。

限幅滤波是程序判断滤波常用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将相邻两次采集的值

相减，然后将差与△y进行比较。若不比△y值大则本次采样数据有效，否则将本

次采样数据丢弃取上次采样数据作为本次采样值，即：

I x(七)，剀x(k)-r(k-1)I<Ay

Y(k)---{ (2．1)

IY(七-1)，当Ix(J|})一y(七一1)I>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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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幅滤波适合如温度、液位等速度变化较慢的信号，针对限幅滤波的缺点又

提出了限速滤波的概念。限速滤波先后采样三次数据来决定本次的采样结果，其

具体取值方法如下：

Hk)=

x∞，当Ix(ZO—y(k一1)I<缈

再采样--O：x(k+1),当x(七)一y(k一1)|>知

x(Ji}+1)，当lx(k+1)-x(k)喀缈

—x(k—+D了+Y一(k-D，．业：lIx(1X七+1)一x(七)峰砂一' I五TJ，一工I五，昏凸y

(2．2)

式中，Y(k)为本次采样的最终取值数据，工(七)为本次AD采样的数据，Y(k-1)

为上一次采样的最终取值，x(k+1)为第三次AD采样数据。限速滤波是一种折中

方案，既照顾了采样的实时性，又照顾了数据变化的连续性。

2．3．2加权算数平均值滤波

加权算数平均值滤波算法实在均值滤波算法的基础上实现的。均值滤波是通

过对连续N个采样数据进行求和得平均值实现的，它的目标是使得出的采样数

据与各采样数据间的误差平方和最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连续N个采样数据

对当前采样数据的影响是不同，所以在均值滤波求和的过程中，我们在每个数据

前面乘以一个系数。这种均值滤波算法就称为加权算术平均值滤波。具体实现如

下：

m，=吉姜删 协3，

式中，y(七)为第七次N个采样值的算术平均值，x(O为第f次采样值，e为

第f次采样数据的权值且满足下列关系式：

∑e-N(2-4)

C：的数据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采样次数越靠后的权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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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惯性滤波

惯性滤波又称为数字式RC低通滤波器，其工作原理是模仿l坨模拟低通滤

波电路，如图2．5所示。

根据电路不难写出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G∞2嚣=击 协5，

式中弓为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RC低通滤波器实

际上是一阶惯性环节，这也是其惯性滤波法的来源。将上式转化为离散表达式：

一dy口(1t)r：+J，(f)=工(f)
(2-6)

y(k)-y(k-I)T／+y(七)；z(七) (2．7)
．

、 ，

式中，x(七)为第七次输入值，y(七一1)为第七一1次滤波结果输出值，y(七)为第七

次滤波结果输出值，T为采样周期，整理得

她)2南雄)+毒m_1) (2-8)

y(七)=(1-a')x(k)+ay(k一1) (2-9)

式中口=亍≥为滤波平滑系数，且o<口<1。
RC低通滤波器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其引入了

相付滞后晨敏摩低。滞后程度取决于口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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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本系统采用的滤波算法

本系统中采用的滤波算法对上述几种算法进行了综合，其具体实现如下：对

本次采样前的N次采样数据进行加权算数平均值滤波，然后将求得数据与本次

采样数据相减，若差值的绝对值小于等于临界值则认为本次采样数据有效，若差

值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则选用低通滤波算法对本次采样值进行滤波。即：

Y(k-I)=吉善哪)(2-10)
式中，r(k-1)为本次采样前N次采样数据的均值，x(f)表示第f次采样数据，

f=l标示第k-1次采样数据，一次类推。G为权值，距离本次采样数据越远权值

越小。实际操作中N取10，e分别取4、2、1．5、1、0．5、0．2、0．2、0．2、O．2、

0．2。r(k)的取值规则如下：

若Ix(／0一P(k一1)l<Ay,SUr(k)--x(k)

若I x(k)一矿(七一1)l>ay,则采用惯性滤波算法

式中。x(七)为本次采样获取的数据，r(k)为本次采样的最后取值，缈为针

对不同监测指标选取的不同临界值。当差值大于缈时：

y(Ii})=(1一州—的+c疗(Ji}一1)(2-1 1)

式中口为平滑系数。综上所述r(k)的取值如下：

y(七)=

在确定本系统的滤波算法前，我们针对上述的三种滤波算法以及本系统的算

法使用MATLAB工具分别进行了测试。在测试前，我们使用开发完成的硬件系

统获取了某地连续16个小时的原始空气质量数据，提取其中的一氧化碳CO数

据，然后根据上述算法在MATLAB环境下编写了测试程序，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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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所示。由图可知本系统采用的滤波算法效果明显，可较好的完成滤波功能。

图2-6各滤波算法运行结果曲线图

2．4基于物联网监测的分析技术

物联网是相对于传统互联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改变了传统互联仅限于人与

人交流的模式，致力于发展一种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全新的网络架构，

进而实现万物互联的终极目标【33】。

云计算就是将我们日常认知的有关计算的概念搬到云上，使云成为计算的载

体1341。而云是一个资源虚拟化的概念，它必须实现计算及其相关功能的集中化

管理，并通过分布、并行等方式扩展自己的能力，最终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服务。

通俗的说云就是承载有巨大计算能力的资源池，而云计算就是通过网络的连接使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资源池的信剧3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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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顾名思义就是指规模非常巨大的和复杂的数据集合或者说常规的数

据管理软件无法承受的数据集合。它首要的表现就是海量数据，但是其核心问题

应该是对这些有意义的数据的加工处理【36】。

物联网

信息层(鼓据毒洋)

应用软件

系统层

大数据

云计算

图2-7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关系图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与人处理认知问题的全过程。

物联网相当于人类的感知和运动系统，大数据是互联网的信息层，存储大量数据

信息，相当于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储备，云计算是物联网的中枢神经系统，代表了

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371。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互联网系统的

完整生态。

系统中我们需要根据用户日常登陆和操作数据提取用户活动范围，从而智能

的为用户推送合适点位的空气质量数据。在数据挖掘时我们需要用到K-Mean聚

类算法和KNN最近邻算法来获取有效数据。K．Mean算法是较为简单的一种聚

类算法，它利用距离矢量作为度量标准【38】，K值就是分类簇的个数。KNN算法

同样以距离为标准，选取距离最短的点为最终计算结果【391。

K-Me．an算法的实现步骤如下：

(1)、从n个样本数据中随机选取K个点作为聚类中心点：

(2)、分别计算其余n．K个样本数据到K个中心点的距离，然后按照距离

哪个中心点最近，将其划分到这个中心点所在的类别；

(3)、划分好所有样本的类别之后，根据均值计算每个类别的中心点，并将

计算出的中心点作为新的聚类中心点：

lR

急哈

万方数据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重复上述第二步和第三步直到最终中心点收敛。

KNN算法的实现步骤如下：

(1)、首先选定训练集数据，训练集中的所有数据都是己明确分定好类别的：

(2)、计算待处理数据到训练集所有数据的欧式距离，并排序：

(3)、选出训练集中距离待处理数据最近的K个数据：

(4)、统计k个数据中哪个类别出现次数最多就将待处理数据划分到该类别。

本系统详细的数据挖掘流程如下：后台记录下的用户所在位置的GPS信息

和调取点位的位置信息作为数据基础，根据K-Mean算法对这些位置数据进行聚

类分析，一般情况下最多允许将位置数据分为3个类别，统计每簇数据中数据的

个数，选取数据个数最多的簇为最终计算结果。计算出数据簇的中心位置，然后

由中心位置坐标逐渐向外延伸直到至少包含一个监测点位。最后利用KNN最近

邻算法，以监测点位位置坐标为训练集数据，数据簇的中心位置为测试数据，从

而得到距离数据簇中心最近的监测点位。如图2．8所示，我们选取了三位用户的

日常位置信息对上述算法进行了模拟分析，图中以方块表示监测点的位置，以不

同的标记分别表示三位用户的位置信息，图中圆内包含的点即是利用K．Mean算

法获取的数据簇，线段的长度即是利用KNN算法获取的数据簇中心到最近监测

点位的距离。

用户1距离
●用户坤心

厂 △ 1
· 用户1

△ ●用户冲心∥△ 咛
口用户2

口 口—一．
＼

用户砸离

＼、—／ ●用户冲心
△用户3／，≮、 ＼

， ●

1 口监测点位．夕+
／。 、’ 7

＼、．一／ 口 口

／ 、7

f “
口＼ —， 、

口 口 ＼、口

图2．8最近监测点位位置获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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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针对空气质量监测的需求给出了本系统的设计原则和总体设计方

案，详细说明了本系统单机和网络两种工作模式的功能架构。然后针对系统相关

的Java加密技术、数字滤波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给出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

对其中的数字滤波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给出了模拟分析的实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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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硬件系统

3．1硬件系统总体设计架构

硬件系统的是整个系统的数据来源，硬件系统的工作性能直接关系整个系统

的稳定运行。可靠、稳定、安全应成为硬件系统设计的首要原则。本硬件系统在

设计时充分考虑了用户在使用时的方便性、使用的安全性以及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尽最大努力使其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

本硬件系统采用了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架构，以32位CPU为整个系统的控制

核心，外围设备包括空气质量检测探头、无线通讯模块以及电源适配器等。空气

质量传感器主要完成一氧化碳、二氧化硫、PM2．5、PMIO等空气质量指标数据

的检测，并由核心控制器完成相关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无线通讯模块完成硬

件系统与手机端或与远程服务端的通讯。电源适配器或锂电池为整个硬件系统提

供电力支持。硬件系统的总体设计架构如图3．1所示。

3．2核心控制单元

3．2．1单片机简介

图3-1硬件系统架构图

硬件系统的核心控制器选择了意法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2位增强型处理器

STM32F103RBT6。该型号单片机的内核为ARM的32位Cortex-M3 CPU，其最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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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频率在经过锁相环锁相后可达到72MHZ，并具有单周期乘法器和硬件除

法，极高的增强了代码执行效率。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原理图如图3．2所示。

3．2．2开发工具与调试工具

图3-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原理图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使用Keil MDK-ARM，该软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针对

ARM Cortex内核单片机的开发调试工具，并且学习使用简单，能够满足绝大部

分应用的开发工作。特别是当前Keil5版本已具备高端IDE工具才提供的自动补

全功能，极大的提高了代码编写效率。Keil5开发界面如图3．3所示。

囊a¨_—_-日加__惯螂_}■目Y女n∞w_p州_---r÷．m钿⋯■Ⅲ_OH^●一㈣H
，jo■，i^tj毡l¨一“r卜^矗^尊tt^薯■惭
书五匹●．t-■-_t·j臻’j蠢女蠢A正龟●々■

图3—3Keil开发界面

使用JLink仿真器进行系统的在线仿真。JLink是SEGGER公司开发的一套

支持ARM内核芯片开发的JTAG仿真器，能很好支持Cortex内核，并且可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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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l无缝连接。在使用Jlink之前需在电脑上正确安装SECK3ER驱动程序软件，

由于当前市场上盗版JLink较多，SEGGER在最新版本的驱动中对JLink进行了

识别，盗版的JLink在更新驱动后将无法使用。在安装好JLink驱动后，电脑能

够自动识别JLink版本等信息，并且JLink上的指示灯由红色闪烁变为绿色常亮。

此时在Keil中选择使用JLink进行调试即可进行在线系统仿真。Jlink连接最小

系统版效果如图3-4所示。

3-3无线通讯单元

3．3．1 WIFI模块

图3·4 Jlink连接最小系统版

当前常用于嵌入式系统的无线通讯协议包块蓝牙、WIFI、GPRS等。在具体

的应用当中，各种通讯方式各有优劣。蓝牙模块作为典型的短距离通信协议被广

泛应用，特别近年来蓝牙4．0协议的发布和硬件层面对蓝牙4．0的支持，使之前

蓝牙2．0最为人诟病的功耗问题被彻底解决，各种使用蓝牙4．0技术的智能设备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40l。WIFI和GPRS常被用来作为远程通信模块使用。WIFI

模块由于信号覆盖范围的原因，其大多只能应用在宽带接入点附近的嵌入式设备

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嵌入式WIFI模块在智能设备上的普及。而GPRS

模块虽然通信带宽远远不如WIFI，但是由于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的支

持，其信号覆盖范围极广【4¨，即使在偏远的山区也能正常使用，故需要部署在

较偏远地区或移动范围较广的设备上多采用GPRS通信技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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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文介绍可知，本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有单机和网络两种工作模式。硬件系

统采集到的数据不仅要能够直接上传到手机客户端也要能够上传到远程服务器，

也就是不仅需要短距离通信，还需要远程通信。空气质量数据流向示意图如图

3．5所示。

圈3-5空气质量敦据流向图

要满足系统的需求可以同时使用蓝牙模块和GPRS模块。在短距离通信时使

用蓝牙通讯，在远程数据上传时使用GPRS通信。但是这种设计方式下不仅增加

系统的硬件成本，也增加了系统的功耗，为系统的开发设计带来额外的负担。而

WIFI模块却可以同时满足两种通信需求。一般WIFI模块包括两种工作模式：

AP模式和STA工作模式。在AP模式下时WIFI模块成为无线局域网的中心，

其他智能设备可连接到WIFI模块，通常的无线路由器即工作在AP模式下。在

STA模式下时WIFI模块作为一个无线站点，它需要连接到其他联网的AP上，

其在网络中身份相当于我们通常情况下使用的手机或PDA设备，其数据可通过

其连接的AP上传至远程服务器。

当系统工作在单机模式时，WIFI模块工作在AP模式下，此时可以通过手

机的WIFI功能连接到WIFI模块，从而获取空气质量指标数据：当系统工作在

网络模式时，WlFI模块工作在STA模式下，可实现空气质量指标数据的远程上

传。结合实际需求，我们需要WIFI模块能够同时支持AP+STA两种工作模式并

存或能够在两种工作模式下平滑切换，故本系统采用了济南有人物联网技术有限

公司设计的USR-W1F1232-T模块。该模块具有如下功能特性：

(1)、支持WEP、WPA／WPA安全模式

(2)、支持丰富的AT+指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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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AP、STA和AP+S1’A共存三种工作模式。

(4)、支持各种模式下以极低功耗工作

(5)、3．3V单电源供电

(6)、完全集成串口转WIFI无线功能

(7)、支持多种网络协议和WIFI连接配置功能

该模块与CPU的引脚连接图以及模块外观如图3-6所示。

Sn船2F1∞RB．强 USR-WIFEl32．T

3．3．2通讯协议

RX

仪

—[=]-一 nRcsol

—[=卜一 PWR SW

nLink

一3．3V nRea由'
WPS

—[=卜 nReload
秒

图3-6 WIFI模块与CPU连接以及WIFI模块外观图

底层硬件设备需要与Android设备和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在通讯协议

方面，我们采用了自定义的通讯格式。按照数据的流向可分为上行数据和下行数

据，上行数据完成空气质量数据和硬件工作状态的上传，下行数据实现Android

客户端对硬件系统的本地或远程控制。

1、上行数据

当与Android设备直接进行数据交互时，底层硬件系统开启UDP server}]l曼务，

Android客户端作为UDP Client与硬件系统建立连接。数据格式由包头、命令字

节、数据区和校验字节区组成，具体数据格式如下：

(1)包头：2字节，固定为0X1E，0XIE；

(2)命令字节：1字节，0X01代表数据区数据为空气质量数据，0X02代表

数据区数据为硬件设备状态数据(电池电量、传感器状态等)：

(3)数据区：长度20字节．当为空气质量数据时，按照S02、CO、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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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PM2．5、PMl0、温湿度的顺序依次填充数据。每种传感器数据占两个字节，

低15位为有效数据位，最高位置0。剩余字节置0XFF。当为硬件设备状态数据

时，按照电池电量、各传感器工作状态的顺序填充数据，每种数据占1个字节，

低七位为有效数据，做高位置0，剩余字节置0XS0；

(4)校验字节：l字节，和校验。

当与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时，远程服务器开启UDP Server服务，硬件

系统作为UDP Client向远程服务器发送数据。具体的数据格式：deviceid?data=”

数据”，其中deviceid为每个硬件设备唯一的id号，“数据”字符串的组装样式

与前文所介绍的硬件设备与Android客户端直接进行数据通信的格式相同。

2、下行数据

不管是本地直接与硬件设备通信还是远程通信，在下行数据方面数据格式是

相同的，具体数据格式包括包头、命令字节、数据区和校验区四部分。

(1)包头：2字节，固定为0X8E，0X8E；

(2)命令字节：l字节，0X01代表下行数据类型为设置采样时间间隔，0X02

代表启动硬件系统进行空气质量数据采样，OX03代表停止硬件系统进行空气质

量数据采样：

(3)数据区：长度20字节，当命令字节为OXO!时此处数据为采样时间间

隔，单位为秒；当命令字节数据为0X02或0X03时，所有字节置0；

(4)校验字节：1字节，和校验。

3．4空气质量监测单元

空气质量检测单元完成空气质量指标数据的检测功能，由一氧化碳CO传

感器、二氧化硫S02传感器、二氧化氮N02传感器、臭氧03传感器、PMIO传

感器、PM2．5传感器以及温湿度传感器组成。各类传感器模块配合CPU完成空

气质量数据的采集。在传感器的选择上我们希望使用基于电化学原理的传感器并

能够遵循以下标准：

(1)、常温下具有较好的线性度、灵敏度和较高的分辨率

(2)、具有模拟信号输出或TTL电平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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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温度范围至少包括．20--40l℃

(4)、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较好的工作稳定性

在实际的传感器型号选择时，我们发现多数电化学传感器都采用5V供电系

统，并且其模拟信号的输出多为电流，而STM32单片机的ADC能够识别的信

号范围为O～3．3v的电压，所以在系统中使用了电压转化模块完成电流到电压的

转换和电压的匹配。空气质量检测单元与STM32的连接如图3-7所示。

传感誊阵列 S11v132F103RBT6

图3·7传感器阵列与STM32连接图

3．4．1气体传感器

当前常用的气体检测传感器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半导体式、电

化学式、磁学式以及气象色谱式【431。众所周知，不同的气体有着不同的特性，

它们有着彼此不同的吸收光谱，而气体的这一特性正好被用来检测空气中某一类

型气体的浓度，气象色谱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如此。但是这类传感器属于非

线性传感器，测量的准确性随着气体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处理信号算法复杂。半

导体式气体传感器的原理是金属氧化物或半导体氧化物制成的敏感元件与被检

测气体的相互作用下引起载流子运动，从而引起电导率或表面电位发生变化。但

是由于大多数半导体材料对气体的吸附能力都不具有识别分子和官能团的特异

性。因此气体选择性差【“1。电化学传感器的检测原理是利用被测气体的电化学

活性，将其电化学氧化或还原，从而分辨气体成分。此类传感器的主要优点是检

测气体的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处理信号算法简单，也是当前发展最为成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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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为广泛的传感器145l。本系统采用瑞士MEMBRAPOR电化学气体传感器，该

传感器是利用电导率的变化来探测气体浓度变化的一种电化学传感器，满足国家

大气检测标准的精度要求，能对CO、S02、N02、03等污染气体进行浓度测量Ⅲ】。

该类型传感器结构特点如图3．8所示。

图3-0气体传感器结构特点

-FNDA S02为例解释该传感器工作原到4似羽。在电解液中放置两个电极(工

作电极WE和对应电极CE)，在两个电极上加上足够的电压，使S02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然后测量气体电解时所产生的电流，以推知气体中S02的浓度。S02经

过气体透过膜，在电解液中溶解，在电极间发生下述氧化反应：

工作电极：S02+2皿D专H2S04+2Ⅳ++2e一

对应电极：02+2∥+知一--)H：O

反应中有电流流动，由此使WE电极电位发生了变化，导致传感器输出信号

不稳定。为解决信号稳定问题。在传感器上设置一个没有电流的第三电极即参考

电极RE，RE电极的主要作用是控制WE电极的电位使其处于某一选定值，通

过外部电路的作用，使WE电极和RE电极间保持电位恒定。S02在该电位下发

生氧化反应，产生的电流与S02浓度成正比。

工作电极产生与S02浓度成正比的电流，该电流再经过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和

电压放大器即可连接带单片机的AD口。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和电压放大器电路如

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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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电压转换电路

运放U1与R1、R2组成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将传感器工作电极产生的微电

流转化为电压信号。11．2连接U1输出端构成负反馈电路。根据虚短定理，设传

感器的输出电流为I。，转换电路的输出电压为Vo。，则：

II+鲁-o 肾-IlR： (3_1)

输出的最大电压就是vo，，=-I，。如，所以选择适当的R就可以对微安级的电流放

大到毫伏级的电压。运放U2与1t3、R4、R5组成反向放大电路，由虚短、虚断

定理可知：

显+显：o
马 置 V02-v坞o,&，

(3·2)

反向放大电路输出的电压再经过由运放U3和R6、R7、R9、C2组成的放大，就

可得到可被AD接口识别的电压信号。设最后的输出电压为V03，由虚短、虚断

定理可知：

旦：显
R6+K R6 *半 仔3，

调节R9的值，使输出的电压转化为STM32的ADC口可测量的最大电压3．3V

左右，最好有一定的冗余。由于STM32的ADC转化分辨率为12位，能够分辨

的最小电压值为吒f／212，当参考电压为3．3v日=,I，能够分辨的最小电压为0．8mV，

而为达到传感器想要的测量精度，至少能够分辨的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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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一％‰‰2芒 (3．4)

其中％=3．3V，y眦=20ppm，％。=o．Ippm，带入可得‰=3．3mV。显然0．SmV

小于3．3mV，能够达到精度要求。其他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信号调理电路与

此类似。各气体传感器型号及参数指标如下：

CO传感器CO／CF-200参数指标如下：量程：200ppm，分辨率：0．1ppm，

预热时间：小于40see，重复性：±2％，输出：700±120nA／ppm，最大负荷：400ppm，

零点漂移：2ppm，信号衰减：小于2％，压力范围：大气压±lo％，工作温度

-4肚．70℃，连续工作寿命：两年。

S倪传感器S02／C-20参数指标如下：量程：20ppm，分辨率：0．1ppm，响应

时间：小于25sec，重复性：土2％，输出：1000±300nA／ppm，最大负荷：100ppm，

零点漂移：O．1ppm，信号衰减：<2％，压力范围：大气压±lo％，工作温度一20一45℃，

连续工作寿命：两年。

N0z传感器N02／M一20参数指标如下：量程：20ppm，分辨率：0．1ppm，响

应时间：小于25see，重复性：±2％，输出：-600±150nA／ppm，最大负荷：20ppm，

零点漂移：-0．2ppm，信号衰减：<2％，压力范围：大气压±10％，工作温度一20—50℃，

连续工作寿命：两年。

03传感器03／M一100参数指标如下：量程：100ppm，分辨率：0．1ppm，响

应时间：小于60see，重复性：土2％，输出：-400_+50nA／ppm，最大负荷：200ppm，

零点漂移：0．2ppm。信号衰减：Q％，压力范围：大气压±lo％，工作温度-20—50。C，

连续工作寿命：两年。

3．4．2粉尘传感器

当前的粉尘传感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红外的，另一种是基于激光的。

两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都是光散射原理【49】。光的散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入射进

一定空间的光束会受空间内的粉尘颗粒的影响，一部分光会被散射或吸收掉，相

应的出射光的光强相对于入射光的光强会产生衰减，散射光的强度就会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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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强的变化程度与空间内粉尘颗粒的浓度成正比【50】。这样我们只需测得出射光

或散射光的强度，再利用光电转化模块就可将光强的变化转化为电信号的变化。

粉尘传感器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检测粉尘的相对浓度的。红外的粉尘的传感器与激

光的粉尘传感器的区别也仅限于入射光的不同，前一种入射的为红外光，而后一

种入射的是激光。但是由于光的不同也造成了传感器在灵敏度、精度等指标上的

不同。

红外传感器的结构和电路比较简单。其光源为红外LED光源，气流进出风

口主要靠电阻发热以获得热气流流动，当颗粒通过时输出高电平。输出信号只有

PWM型号。红外原理粉尘传感器只能检测到lure以上的颗粒，测量精度不足。

激光传感器的光源为激光二极管。当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物进入激光照射区域

时，激光发生散射。由于散射光的方向是不固定的，所以在整个空间内的各个角

落都会有散射光，我们只需在空间中的合适位置放置光电探测器就可拾取到散射

光。光电探测器完成光电转换产生电流信号，经后续电路处理放大后就可被单片

机读取。相对于红外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的结构与电路都要复杂一些，气流的进

出也采用了鼓风机。在测量精度上，激光传感器可以检测到0．3um以上的颗粒，

并且自带了CPU，经过专业的颗粒计数统计使其具有了更高的准确性。激光传

感器的输出信号多为串口输出。

本系统采用基于激光散射原理的SDS011粉尘检测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同

时检测出PM2．5和PMl0的颗粒浓度。SDS01l传感器参数如下：量程：旺1000ug，
工作温度范围：．20一50℃，响应时间：1sex：，场景变换响应时间：<lOsec，颗粒

物直径分辨率：0．3微米。

SDS01 I传感器采用串口输出，串口波特率为9500，每秒输出一帧数据，一

帧数据包含10字节数据，每字节数据的含义如表3-2所示。

表3-2 SDS011传感器串口数据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报文头 指令 PM2．5高 PM2．5低 PMl0高 PMl0低 预 预 和校 报文

AA 号 字节 字节 字节 字节 留 留 验 尾

单片机可以在接受到数据后算出PM2．5和PMl0的颗粒浓度，设PM2．5和

PMl0的单位体积质量为‰笛和‰⋯单位微克，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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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本章小结

‰=监警监
‰-o-堕警监

(3-5)

本章首先介绍了硬件系统的总体设计架构，然后从各个模块出发，分别对硬

件系统涉及到的核心控制模块、无线通讯模块、空气质量检测模块以及供电模块

的设计方法、芯片选择、工作特性以及工作原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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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软件系统

4．1软件系统总体设计及主要技术实现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软件系统主要包括远程服务器和Android客户端两部分。

远程服务器作为数据信息的统一管理平台，为数据的科学分析和永久保存提供保

障。Android客户端有单机和网络两种工作模式。当客户端工作在单机模式下时

直接与硬件系统交互，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展现、初步分析与本地存储等任务。

此时Android客户端与硬件系统组成了一个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仪。在网络模

式下时，客户端通过GIS地图页面展现用户附近监测点位信息，并支持数据的

实时调取与历史查询。另外用户可在网络模式下浏览监测点位的实景图。软件系

统的总体架构如图4．1所示。

图4-1软件系统总体架构图

远程服务器采用了J2EE的设计架构，使用EJB组件进行数据库的操作与管

理，使用Sevlet组件为远程访问提供接口。EJB作为一种Java持久化工具，为

J2EE架构下的数据库操作提供了方便，使对数据库的增删改查如同平常的函数

调用，省去了JDBC下的繁琐步骤，极大的提高了程序的开发效率。Servlet其实

就是Java的一个类，它被用来扩展服务器的性能，提供了一个。请求-响应”的

工作模式，完成与客户端的数据交互。

Android客户端与远程服务器端的数据交互才用了Http Post的形式。客户端

发起连接请求，服务器接收请求并解析请求数据，根据请求数据去数据库调取数

据，然后将数据打包成json格式返回到客户端，客户端接收到响应后解析json

数据并完成界面刷新等操作。不管是请求数据还是响应数据，为保证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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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需要在网络中传递的数据我们都采用AES加密。

4．2系统远程服务器设计

4．2．1 J2EE应用服务器及其配置

结合系统功能要求，最初设计时我们采用了Jboss5．0．2GA作为后台应用服

务器，但是在2015年的11月份各大基于Java的应用服务器相继被查出Java反

序列化漏洞，这其中就包括Jboss5．0。我们及时对Jboss5．0服务器做了更新，采

用了Jboss的高级版本WildFly8．0。其实Wildfly仍是Jboss服务器，RedI-lat公司

为了使Jboss与他们的商业产品／Bos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Platform区别开来而

对原来Jboss起了个新名字。但是Wildfly的架构与原来Jboss5．0产生了根本的

变化，它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方式，精简了许多冗余模块，使Wildfly作为一个

企业级的应用服务器具有了媲美Tomcat的启动速度。

使用WildFly发布EJB应用需要配置如下信息：

l、数据源配置。默认情况下Wildfly是不带有数据库驱动的，所以需要配置

数据库驱动。在Wildfly的根路径＼Inodules＼system＼layers＼base下依次新建

com、I_nysqlhnain文件夹。在main下放入MySQL的驱动j盯包，并新建配置文件

module．xml，文件内容如下：

配置好数据库模块驱动后，还需在Wildfly的配置文件standlone。xml中指明

数据库驱动和数据库名、登录名、密码等信息。

2、E／B模块配置。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使用Servlet调用EJB接口，而EJB

做为一个模块在没有配置的情况下，Servlet是无法成功调用Ejb接ISl的。配置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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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上面类似，在wildfly的根路径＼IrIodules下依次新建unicom＼ejb＼lTlain文件夹，

在main下放入打包完成的口Bj盯包并新建module．xml配置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3、端口及外网访问配置。默认访问端口是8080，用户可自定义访问端口。

在standlone．xml文件的末尾socket-binding．group标签下用户可以将8080改为自

己想要配置的端口号。Wildfly默认情况下只允许本地访问，想要允许外网访问

只需在standlone．xml文件下interfaces标签下加入如下内容：

4、管理权限配置。Wildfly默认情况下没有后台管理用户，不允许登陆管理

页面。可通过执行Wildfly根路径／bin下add-user．bat文件添加管理员用户，并指

定用户名和密码。

4．2．2 GIS服务

GIS服务为Android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提供地图在线访问功能。当前GIS

应用开发使用较多的软件就是ArcGISi521，这套软件提供了一整套的GIS应用开

发流程。ArcGIS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划分几种不同的应用软件，如桌面端

的GIS，适用于网络开发的服务器GIS，当在移动设备上开发GIS应用时。它也

提供了Mobile GISt531。这些部分互为独立，但是其基础都是ArcObjects组件，

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些组件就可以开发出一个功能完善的GIS应用。

ArcGIS地图的发布可以使用ArcGIS Server也可以使用ArcGIS DeskTop的

组件ArcGIS Cataklog。使用ArcGIS Server发布时首先登陆ArcGIS的Manager

管理页面，在manager页面下选择地图服务发布标签，然后按照指示一步一步向

下走即可。使用Catalog发布较为简单，只需右键地图文件，选择发布地图即可。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选择发布地图属性的时候要将“允许移动终端连接”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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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Android客户端无法正常访问地图。另外地图发布前要配置好数据源和坐标

系，否则在地图访问、切片制作时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在地图发布成功之后，我们需要使用Catalog做地图切片，做出的切片作为

离线地图发布在WildFly上供客户端下载。在Catalog的目录窗I：l右键点击发布

成功的地图，选择“地图服务属性”，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缓存”页面，然后

点击创建按钮，输入创建切片的层级，Catalog将会自动创建出紧凑格式的地图

切片。创建成功的切片保存在缓存目录上，我们可以看到多个以．bundle结尾的

文件，将这些文件打包成war包发布在Wildfly上就可以作为离线地图。

4．2．3数据库

SQL数据库在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标准化、降低数据更新开销、复杂查询

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本系统选用MySQL作为后台数据库，MySQL数据库优

势在于其小型化、速度快和易于学习。系统要对所有监测点位的信息、监测点位

上传的空气质量数据以及用户信息进行管理，在设计数据库结构和各个数据表时

都应综合考虑数据之间的关系。从数据的查询速度、更新效率以及代码编写的方

便性方面考虑，我们建立了用户表、用户登陆信息表、监测点位表、原始数据表、

均值数据表、上传文件记录表以及用户操作足迹表。另外针对原始数据表和均值

数据表数据增长快的特点，为提高数据查询速率专门为这两个表建立了对应的历

史库。当前系统的设置是将3个月以上的数据移入历史库。用户表、监测点位表

和原始数据表的结构分如表4．1、4．2、4．3所示。

表4-1用户表

序号 字段 类型 描述

l id int 自增l，主键

2 I塔锄l锄e varchar 用户名

3 psw varchar 登陆密码(仅App有用)

4 from int 微信用P／App用户

5 deceiceid int 监测点位id(仅App有用)

6 getdate datetime 注册日期

7 nOte varchar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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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监测点位表

序号 字段 类型 描述

l jd int 自增1，主键

2 device varchar 监测点位串号

3 GPS varchar GPS信息

4 position varchar 位置信息描述
●

实景图标名称5 pie int

6 note int 备注

7 getdate datetime 注册日期

表4．3原始数据表

序号 字段 类型 描述

1 id hat 自增1，主键

2 deviceid m‘t 监测点位jd’对应4．2表

3 CO m。t CO数据，ppb

4 S02 m‘t S02数据，ppb

5 03 m‘t 03数据，ppb

6 N02 m。t N02数据，ppb

7 PM25 m‘t PM25数据，ug

8 PMlO m‘t PMl0数据，ug

9 userid m‘t 用户id(仅gettype=0时)

9 gettype m。t 单机模式／网络模式采集

10 getdate datetime 采集时间

4．3系统Android客户端设计

4．3．1 Android系统介绍

Android一词原本有机器人的意思，现在用来描述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它由

以Google公司为首的开放手机联盟合作开发完成1541。Android的出现迅速挤占

了原本的智能手机系统市场，使原来流行塞班、黑莓等系统甚至沦落到崩溃的边

缘。这与Google等开发公司原本设想的一样，希望以凭借一款智能系统打造出

一个更加标准、更加自由、可以更好更快的促进创新的平台。

Android最受开发者欢迎的地方是其完全的开放性，任何第三方开发者都可

以免费拥有其完整的代码155】。目前Android系统和lOS系统在移动设备市场的占

有率基本上是双龙争霸的现象，并且Android设备的市场占有率相比于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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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明显的优势，已达近80％。另外在应用开发领域，由于Android的完全免费

和开放性以及采用Java为开发语言，Android开发社区的活跃度远远大于lOS社

区。Android应用程序的多样性也较lOS更好一些。

在技术层面，Android系统以Linux为内核并在其内核的基础上架构了系统

运行库层、应用程序框架层和应用程序层【551。应用程序层对底层的C运行库进

行了封装，从而向应用开发者暴漏Java接口，作为普通的应用开发程序员无需

关注其底层的具体实现只需调用Java接口即可。Android系统架构如图4-2所示。

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我们最常关注的Android四大组件是：Activity、Service、

BroadCast和ContentProvider。我们可以简单理解Activity就是展现在用户面前

的界面，Service在后台运行负责处理一些类似需要计算大量数据的事务，

BroadCast负责线程间的通信，ContentProvider为进程间通信、不同应用之间交

换数据提供了渠道。

圈4-2 Android系统架构

4．3．2 Android应用开发方式

随着Android市场的兴起，当前Android客户端应用开发也不再仅局限于使

用官方提供的开发方式，而是百花齐放，各种结合传统IT技术或新兴技术的开

发方式不断涌现。目前市场上被广泛使用的结合传统开放方式的主要有三种：原

生开发、WEB开发和混合开发。新兴开发方式主要是使用Swift语言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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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应用开发方式如图4．3所示。

图4-3 Android应用开发方式

原生开发即使用官方提供的开发方式进行移动应用开发。Android平台使用

Eclipse或Android Studio作为开发工具，以Java语言作为开发语言，安装Android

SDk开发工具包。原生应用开发方式百分之百的结合了平台特性，能够完整的调

用平台资源，并且可以与系统完整的融合为一体，这是其他的开发方式所不能替

代的。在开发效率方面，使用面向对象的Java语言进行开发，也能够保证较高

效率的开发速度。在程序执行效率方面，由于Android系统本身的平台特性，使

用Java语言直接调用官方提供的API接口，较好的保证了程序的高速执行。当

前原生应用开发依然是最主要的开发方式，特别是对想要进入Android应用开发

领域的人来说学习原生开发依然是首选。

WEB开发是近年来随着HTML5的兴起而逐渐被关注到的一种开发方式，

它使用传统网页开发技术来开发移动应用【56】。这对传统IT程序员来说，这无疑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习惯于传统网页开发的程序员不需要学习额外的技术知

识，也无需一步一步的按照移动系统开发商提供的文档去搭建开发环境，只需针

对移动平台对原来的网页做一定的优化即可完成一个移动应用的开发。另外由于

基本上所有的移动平台都提供了浏览器引擎，所以使用这种开发方式还有一件更

大的便利，那就是只需一次编程就可达到处处运行的效果，即我们常说的Write

once，run anywhere。并且现在很多优秀的前端开发框架，都己发布了移动版本，

就像JQuery为发布了针对移动平台的JQuery Mobile。前端开发框架都专门做了

优化，使控件的显示效果、系统资源的消耗、代码的执行效率等都更适合移动平

台。虽然WEB开发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是由于其使用网页开发技术，就算可打

包成完整地移动程序，在移动平台运行时也只能运行在浏览器引擎内，其代码的

执行效率跟原生开发做出的应用程序不可同日而语。另外WEB开发方式只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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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HTML5调用移动平台的一部分功能，无法像原生开发一样完整的使用平台特

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WEB开发方式的普及。

原生开发可充分利用平台特性且代码执行效率高，WEB开发可以做到一次

编码处处运行。但是原生开发需要针对不同的平台分别编码，费时费力，WEB

开发又无法充分利用移动平台的丰富特性。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一种方式

既可以做到一次编程处处运行，又能够充分的调用移动平台的特性呢?答案是肯

定的。这就是混合开发。

混合开发，顾名思义就是结合WEB开发和原生开发两种方式发来开发移动

应用。在混合开发领域有很多的开发框架，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就是PhoneGap以

及基于PhoneGap的二次开发框架。PhoneGap主要功能就是封装了各种移动平台

的API，并向用户暴露JavaScript接口。使用混合开发进行移动应用开发时，移

动应用的前台界面采用的是传统网页开发方式即WEB开发，逻辑处理和事件相

应都是通过JavaScript调用PhoneGap等框架提供的接口，其实是间接调用原生

平台API。通过这种方式开发的应用，不仅可以像WEB开发那样一次编码处处
运行，而且能够充分的调用移动平台特性，所以当前混合开发被很多的企业所接

受，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APP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使用的这种开发方式。但是

混合开发依然有很多的不足，特别是在执行效率方面，一些低端手机很容易出现

卡顿的现象。并且当移动应用需要调用的平台特性较多或需要3d显示时，混合

开发也无能为力。

其实当前市场上除了以上三种开发方式外，广大的程序员们也在不断的探索

更好、更实用、更便利的开发方式。Swift即是一种。在2014年的苹果开发者大

会上，苹果公司正式发布SwiR语言，并宣布以后所有苹果平台(包括iPhone、

iPad、苹果电脑)的应用开发都可通过Swift语言，而且劝告广大的苹果应用开

发者们尽快的转向Swift语言。Swift语言不仅支持苹果系统，也支持Linux平台。

而我们知道Android系统就是基于Linux的，所以这就为统一两大移动平台的应

用开发方式提供了可能。RemObjects公司是一家长期活跃在编译器领域的软件

开发商，其充分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开发经验，推出了全新Silver项目。Silver

允许开发者使用苹果Swift编程语言进行Android开发。并且Silver项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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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可以把java Android项目直接转化为Swift Android项目的工具。但Silver

并不能编写一次代码，在所有平台上运行。 RemObjects给出的解释是：

Because that’S how great apps arc made。Silver允许开发团队使用一种语言为lOS

和Android平台编写原生应用。虽然不能做到一次编码处处运行，但是可以重

复利用逻辑代码依然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此外，Silver团队也支持．NET，

这意味着Swift也可以编写Windows Phone应用。当前Silver项目正在一步步

的完善当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综合考量了各种开发方式的优劣后，本系统的Android客户端依然采用了

原生开发的方式。因为本客户端一方面需要调用移动平台的GPS、WIFI、文件

管理等特性，一方面又需要绘制表盘、曲线等来显示空气质量数据。只有使用原

生的开发方式才能够保证客户端的功能完整和代码执行效率。

4．3．3系统Android客户端总体架构

本系统Android客户端含有两种工作模式：单机模式和网络模式。两种模式

下提供的功能模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本系统Android客户端功能架构。Android

客户端总体功能架构如图4_4所示。

图4-4客户端总体架构

首次使用客户端时系统会自动引导用户进入网络模式完成用户注册。在注册

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份注册成为普通用户或环保人员。普通用户与环保人员

具备的权限如表4-4所示。用户完成注册后系统会在本地留下用户的功能权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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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各再次登陆时系统获取用户权限。

表4·4普通用户与环保人员功能权限

用户类型 生效方式 权限说明

只允许进入网络模式且不具备网络模
普通用户 注册后立即生效

式下设备管理和网络上传功能

注册后需等待后台管理
环保人员 具备客户端全部功能权限

人员审核

对于环保人员来说，客户端再次登陆时会自动判别应当进入的工作模式。客

户端首先获取当前手机的网络连接方式。若是通过2G／3G／4G等连接，客户端一

定工作在网络模式；若是通过WIFI连接，客户端会尝试连接WIFI模块的UDP

Server，若能连接成功并收到正确格式的空气质量数据则客户端工作在单机模式，

若无法连接或连接成功后收到的数据格式不正确则工作在网络模式。在用户成功

登录进客户端后仍可通过手动方式来切换工作模式。工作模式判别流程如图4．5

所示。

图4-5工作模式判别流程图

4．4单机模式下客户端功能设计

单机模式下客户端与硬件系统一起组成一个便携式的空气质量监测仪。在该

模式下，客户端直接接收硬件系统上传的空气质量数据，并在对数据进行初步分

析之后进行显示、存储等操作。另外客户端支持空气质量数据的长期存储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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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历史数据回放、均值数据显示和报表数据导出等功能。单机模式下包括的功

能模块如下图4-6所示。

单机模式显示效果如图4．7所示。

t磐 嚣 ；瑟二繇；
。 ≯ i 六≮善》r

搿。 每

2，“／《卜·i*’ ●簿．，
7。●。

4

ij≥◆曩；

o 冬 ’麓!一。j；。

主界面 示波器 配置 文件管理

图舢7单机模式显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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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实时数据的显示与存储

实时数据的获取通过读取WIFI模块数据来实现。系统登录进单机模式界面

后就不断地与硬件系统的WIFI模块进行交互。交互的时间间隔可由用户在命令

下发页面进行配置。

实时数据显示模块通过表盘和数字显示相结合的方式显示数据。在单机模式

下接受的空气质量数据，客户端首先会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滤波分析处理，然后将

数据投送到数据显示和数据存储线程。数据显示线程在接受到数据之后刷新当

前页面。实时数据显示页面可响应用户的点击操作，对用户点击的传感器数据进

行放大显示。

实时数据也可通过数据示波器页面进行显示。在该页面数据以曲线的形式显

示。并且该页面支持以单通道和多通道两种方式显示数据，支持缩放操作。

实时数据在不停的刷新过程中，后台线程会自动的将实时数据写入到历史文

件当中。并且对实时数据进行不间断的分析处理，从中提取出时均、日均等均值

数据。实时数据刷新流程如图4．8所示。

4．4．2历史数据的显示与导出

图4—8实时数据刷新流程

系统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历史数据。用户在点击文件管理页面的历史数据列表

后，系统自动解析文件，然后在数据示波器页面显示。系统获取到用户的“打开

文件“操作后，解析文件头，获取文件信息。若该文件有效(含有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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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根据文件头中包含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信息获取日均、月均数据在文件中

的保存位置，以备用户在查看均值数据时快速读取文件。若文件无效则弹出对话

框提示用户该文件无效。

系统根据规定的数据文件格式解析出原始数据以及时均、日均、月均数据。

在历史数据回放状态下，显示页面可通过点击操作唤出或隐藏功能菜单，用户只

许点击功能菜单的相应按钮即可查看相应的数据。历史数据文件打开及曲线显示

效果如图4-9、4．10所示。

图4—9历史数据文件打开操作

荛～_40％ 拿蠢，。 回瞄9 2016EF3乒J29B 20：24

图4-10历史数据页面显示效果

历史数据支持Excel报表导出功能，其工作流程与历史数据显示类似，也是

首先解析文件头数据，然后逐行的解析出空气质量数据和均值数据，并将解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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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导出到Excel报表。导出的报表如图4．1l所示。

原始数据 时均 日均 月均

：． 219 0 2 0 45 0 360 12 0 130 12580

：： 221 0 5 0 54 0 380 140 150 13080

t， 228 0 {0 0 59 0 390 13 0 13 0 131 80

5 223 0 4 0 61 0 41 0 13 0 140 13280

b： 226 0 4 0 55 0 400 12 0 130 13380
7： 221 0 7 0 59 0 400 120 120 13480

8 230 0 1 0 51 0 41 0 120 130 13580

9 230 0 0 61 0 37 0 120 120 14080

10． 226 0 2 0 61 0 400 120 130 14180

¨ 236 0 2 0 64 0 370 120 12 0 14280

，：j 226 0 5 0 51 0 420 120 12 0 14380

1：· 232 0 3 0 59 0 360 120 130 14480

}4。 219 0 1 0 59 0 350 12 O 13 0 14580

1j， 230 0 1 0 57 0 400 120 12 0 15080

16} 228 0 5 0 59 0 370 12．0 12 0 151 80

7} 245 0 0 0 57 0 350 130 14D 15280

}8- 2t13 0 5 0 65 0 39 0 130 13 0 15380

1§+ 243 0 5 0 59 0 390 120 120 15480

20÷ 247 0 2 0 57 0 37 0 120 13 0 15580

21： 2570 00 61 0 39 0 120 ，2 0 ’508D

越： 2740 20 57 0 38 0 120 12 0 ’81 8 0

23 2720 40 630 41 0 12 0 13 0 1628 0

图4．11Excel导出报表

综上所述，历史数据读取流程如图4．12所示。

图4-：1．2历史数据读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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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文件操作

客户端需要统一管理的文件包括日志文件、配置文件和数据文件。日志文件

保存用户的操作数据，以备在程序发生问题是定位错误。配置文件记录客户端运

行时的上下文信息，记录用户使用偏好。数据文件记录空气质量数据。前两种文

件都对用户不可见，其格式也较为简单，在此不做具体介绍。下面重点介绍数据

文件格式及其写入流程。

数据文件默认保存在设备外部存储器SD卡上，在没有SD卡时也可保存在

手机自带存储设备上。数据文件中存储空气质量数据和经分析处理后的均值数据。

数据文件的格式包括文件命名规则、文件头格式、时标区格式和数据区格式。文

件格式的具体说明如下。

I、文件命名规则

设备结合地理标签+“．”+文件生成时间的命名规则自动生成新的数据文

件。详细文件信息可通过文件头获取。地理标签信息由用户手动录入。在用户没

有录入地理标签时，默认以NT填补地理标签信息。在完成一次空气质量信息采

集后文件是允许重命名的。

2、文件头格式

由下列数据结构描述，共1K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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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头用来存储当前数据文件的摘要信息，包括设备ID、GPS信息、文件

长度、采样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采样周期等。历史数据浏览时通过读取文件头

信息来判断当前数据文件是否有效。

3、时标区格式

时标区被设计用来在原始数据文件生成后记录整点时时均数据在数据文件

中的偏移位置。这个时标区共9216个点，最大可以记录9216小时，每个点位记

录当前均值数据在数据区中存储位置。实际使用要求在8760或8784(闰年)个

点位后关闭数据文件，即数据文件最多可连续存储一年的数据。这个时标区共

36K字节，文件生成时要求初始化为零。时标区只记录均值数据在数据区的存储

4、数据区格式

数据区记录空气质量数据及其经分析处理后的均值数据。均值数据的格式在

前文已经给出，空气质量数据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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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构体前6个字段描述的是S02，CO，N02，03，PM2．5，PMl0传感

器数值，后4个字段保留，填入0XFF，0XFF。最后两个字节MS为数据的采集

时间(只记录分钟和秒)。

综上所述，数据文件的格式如图4．13所示。

图4．13数据文件格式

根据与系统当前工作状态的关系，数据文件可分为在线数据文件和历史数据

文件。客户端在进入单机模式并开始数据采集后，按照统一命名规则生成数据文

件，并在设备上下文中建立该文件与实时数据显示界面和示波器显示界面的关联，

直到用户主动结束采集、电池电量低导致的关机或满一年而导致这个数据文件的

结束。这个过程中的数据文件称为在线数据文件，退出在线状态的数据称为历史

数据文件。在线数据文件结束前，填写文件头的文件长度、采样结束时间等信息。

设备突然掉电而导致这些信息无法正常写入，这个文件将不再可用。

在线数据文件生成初期先生成文件头，初始化时标区，并启动AlarmManager

整点定时。然后启动文件服务线程并等待WIFI模块和AlarmManager投递来的

数据和消息。客户端周期的与WIFI模块交互获取空气质量数据，文件服务线程

负责将接收的数据写入数据文件的数据区中，接收到的数据做累加计数中间操作。

当文件服务线程接收到AlarmManager整点消息后，依据累加计数中间操作做时

均数据处理，如果当前的时间为凌晨或月末凌晨，则依据累加计数中间操作分别

做日均和月均数据处理，然后将均值数据写入数据区并将此时均值数据在文件中

的位置写到时标区，最后累加计数中间操作数置零。经上述处理后会时标区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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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移一位，等待下一个均值数据的到来。文件服务线程循环操作直至在线数据

文件的结束。客户端写数据文件操作流程如图4．14所示。

新建文件 l遵循文件命名短赠

写文件头敦据 按照文件头羹式初始化敦

初螽花时标区致毒]孳惹拿墨要羹，圣翟釜乎

结束采集

×
写均值敦据到敦据区

修改文件头数据

关闭文件

接受空气质量数据

三竺!竺 I熊最据区格式二二[二二
量计均值致据

整点时刻

土墨

写均值致据到致据区I 根据均值数据格式二二二[二
更改时标区敦据l薹羹鐾簇釜紊嚣监

I
时标区指针下移

4．4．4系统状态指示

图4-14写数据文件操作流程图

单机模式下，客户端所有显示页面的顶端都会有一个状态指示条，如图4．15

所示，在这里显示出当前系统的工作状态。其中指示的状态包括当前系统工作模

式、GPS信号、WIFI连接状态、数据示波器状态以及当前系统时间。

。黥。曼戆；。，，惫。量。，鬓一凰。凰。囔⋯⋯。一一。⋯⋯一一⋯⋯⋯。懋!鲢艄l燃熙
图4-15单机模式下系统工作状态指示条

系统工作模式，单机模式此处显示字母”S”，网络模式不显示。

GPS信号，若能够成功搜到GPS信号，此处图标高亮，否则图标为灰色。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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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统搜到GPS信号时恰好在进行数据采集，此时GPS信息数据会被写入到文

件头当中。

WIFI连接状态，正常连接时WIFI图标高亮，否则图标为灰色。

数据示波器状态。数据示波器共有实时数据、历史回放和静默三种状态。静

默状态为系统不工作或没有进行系统采集且没有查看历史数据时的状态，此时数

据示波器页面什么都不显示，也是默认的数据示波器状态。实时数据状态为系统

开始数据采集且没有查看历史数据文件时的状态，此时数据示波器页面显示的是

实时数据，表现为一系列不断向右增长的曲线。历史回放状态就是查看历史数据

文件时的状态，此时点击示波器页面可唤出均值功能菜单。不管用户当前处在什

么状态，只要用户选择了历史数据文件并将其打开，数据示波器页面立即跳转到

历史回放状态。另外在实时数据状态时用户也可通过左滑操作跳转到历史回放状

态，此时回放的数据是刚刚采集到的空气质量数据，当然此时可通过右滑操作重

新跳转到实时数据状态。数据示波器状态转换图如图4．16所示。

实时

数据

关雹／字／／／／／／／ 心
向滑动 ＼ 开始数据采集

关闭历史致椐文件且当∑⋯。 ＼
前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竖竺 ＼

关联历史数据文件 衢水于 ＼
、t

／ ／ ＼ ＼
关联在缴件且左向 ＼ ＼

／ 滑动童最新数据 ＼

昌轰卜／—一关联历史数据文件————弋静默
—，＼薷鐾暑耋鬻紊袋当／——＼ 前没有进行数据采集—／

图4-16数据示波器状态转换图

4．5网络模式下客户端功能设计

系统通过网络模式为用户提供空气质量数据查询服务。客户端登陆进入网络

模式后加载GIS地图页面，结合用户当前GPS信息，在GIS地图上显示用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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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处位置的所有测量点。同时GIS页面也支持按照地点名搜索测量点信息。

用户点击GIS页面的图标后，客户端就会与远程服务器通信调取该测量点最新

的空气质量数据，当然也可浏览该监测点的历史数据曲线。另外系统会在后台记

录用户曾查询过的所有测量点位，以备分析用户最为关心的地区信息，并以此为

依据为用户推送最为关心的数据。

虽然普通用户和环保人员都有权限登录进网络模式，但是系统为两种用户提

供的功能模块稍有区别。对于环保人员，客户端提供了空气质量数据上传功能和

监测点位设备管理功能，而普通用户不具备这两个功能。数据上传功能实现环保

人员在单机模式下存储的空气质量数据文件的上传。后台接受到上传的数据文件

后会按照上文所描述的数据文件格式解析文件，并将所有数据导入到数据库，实

现单机模式下的采集的空气质量数据并网。所有的监测点位在后台都绑定了管理

人员信息，若环保人员名下有待管理设备，将在设各管理页面看到自己的设备列

表。用户可通过设备管理页面远程下发控制命令。

网络模式客户端功能模块图如图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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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网络模式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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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模式显示效果图如图4．18所示。

空气质量监测 露
毽垂历蕊琵圈

辫颈薹，瀵

磊。季萝瓣=翟黧

鍪鞴薏蕤i卜。
斓滋震掌|{l一

i渗中孽薅誊鼍。。1■l

搜索

} 设备管理
j}{
1{

金薅树鬓} 系统设置

￡穗”谚黛瞧孵j蔷主≥喾孳；本地文件管理，{ 濑璃蒯；卒圯又仟富埋
④生；[道大懑 切换到单机模式

～。～。 ．． 。。。 。⋯ ⋯ 。。，，． ⋯～～， ．。r-

图4-18网络模式显示效果图

4．5．1 ArcGIS for Android移植及应用

ArcGIS for Android应用开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普通的Android应用

开发方式，并在项目中手动添加ArcGIS的所有JAR包：另一种是在IDE上预先

安装好ArcGIS插件，然后新建ArcGIS项目。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式。由于当

前我们使用的AJldroid开发工具依然是Eclipse，所以需要在Eclipse_12安装ArcGIS

插件。但是ArcGIS没有提供完整离线安装包，故安装插件时只能采用在线安装

的方式。具体的安装步骤如下：

1、Eclipsc->Help->install new software，弹出安装插件界面；

2、在弹出的窗口上点击‘‘Add’技钮，然后在Name中输入ArcGIS，在Location

中输入地址http：／／downloads．esri．com／software／arcgis／android；

3、点击确定按钮，Eclipse会自动解析需安装的所有jar包。依次点击Next

直到完成安装。这期间有可能需下载其它的依赖包，需耗费几分钟的时间。

ArcGIS for Android插件安装完成后，使用Eclipse新建Android项目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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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ArcGIS for Android项目即可，这样开发GIS需要的所有J盯包都会自动引

入到项目中，无需再手动添加。

客户端在进入GIS页面时，首先根据GPS信号计算需展现的GIS地图区域，

然后去查询离线地图中是否包含本区域，如有则展示离线地图，否则从服务器获

取地图。地图展现完成后在地图上标注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用户可在GIS地图

点击标注的图标获取该点位的空气质量数据和该点位的全景图。GIS页面加载流

程如图4．19所示。

4．5．2空气质量数据远程调取

图4-19 GIS页面加载流程

用户在GIS页面点击监测点位的图表后，客户端跳转到空气质量数据显示

页面。此页面的显示方法与之前单机模式的显示方法不同，而是在一个页面上同

时集成最新数据显示和历史数据曲线显示。这里的最新数据无法保证是当前时间

采集的数据，只能是该测量点位距离当前时间最近的时候上传到服务器的数据。

历史数据曲线一次展示32组数据，支持时均、日均、月均查看，支持滑动翻页。

同时在该页面提供查看全景图的按钮。

与远程服务器的交互采用Http Post请求的形式。客户端上传监测点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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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器根据监测点位位置获取该点位最近上传的12组数据，并将其封装

成JSON格式，以数据流的形式返回到客户端。客户端接收到响应数据进行显示

操作。交互过程中在网络中传输的数据都是经过加密的。远程数据调取页面显示

效果如图4-20所示。

干佛山监测点位 彩

衮时数据

图4-20远程数据调取显示效果图

4．5．3 PanoramaGL全景图

为更加绘声绘色的展现测量点位的信息，系统支持用户查看测量点周围的全

景图。客户端中全景图的具体实现是通过移植PanoramaGL包。PanoramaGL的

移植是通过在Android工程中引入PanoramaGL．Jar包类库实现的。在PanoramaGL

开发时Android页面不能再从Activity继承，而需从PanoramaGL提供的PLView

类继承。PLView类提供了用户与全景图交互的所有事件接口，包括旋转、放缩、

持续滚动等事件。

每张全景图都由前、后、左、右、上、下六张图片合成，在取景时严格按照

方位拍照，并在拍照后使用PTGui工具进行全景图合成。所有监测点位的全景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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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都存放在远程服务器上，客户端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全景图后进行展示。全景

图及全景图在Android手机上显示效果如图4．2l所示。

图4．21全景图及全景图在Android手机上显示效果

4．5．4本地数据文件管理

网络模式默认情况下本地数据文件管理功能是不显示的，只有用户曾登录进

单机模式并进行了数据采集才会显示。本地数据文件管理模块提供数据文件上传

和Excel报表导出功能。Excel报表导出与单机模式下的报表导出一样。根据我

们设计的文件格式，可以计算得到即使连续工作一年数据文件的大小也不过百兆。

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连续采集的数据长则几天短则几个小时，数据文件往往不超

过十兆。所以在数据文件上传时我们采用了HttpURLConnection的方式。远程服

务器端负责接受数据文件并保存，在接受完数据文件后启动数据解析进程，逐行

获取空气质量检测数据并将其导入到数据表中。在解析过程中，服务器会自动将

均值数据同空气质量原始数据区分开来分别导入到不同的数据表。数据文件上传

与后台解析流程如图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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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矿 ¨；⋯

网络。‘

8

4．5．5消息推送

图4-22数据文件上传与后台解析流程图

消息推送的实现依赖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客户端每次进行的调取监测点数据

的操作都会被后台记录，系统后台会定期的分析这些记录，从其中提取出用户的

日常活动范围和最关心的监测点数据信息。针对那些经常被某个用户调取的监测

点位，系统会在用户登陆时优先推送这些点位的检测数据。

推送到客户端的消息以Notification的形式出现在用户手机的通知栏，在通

知栏中会直接显示出消息的大体信息，用户只需点击通知栏信息就可跳转到远程

数据调取页面，在此将会展示出该监测点位的详细信息。

4．6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软件系统所设计到的主要技术实现进行了介绍，然后分别从后台

服务器和前台客户端的具体实现与程序流程设计给出了详细说明。在后台远程服

务器设计方面，详细阐述了WidFly服务器、ArcGIS服务器以及数据库的设计。

在前台客户端方面，首先对Android系统以及目前流行的开发方式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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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客户端的单机模式和网络模式的总体架构、模块设计以及每个模块的具体

实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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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于微信平台的交互设计

5．1微信公众号开发

空气质量检测系统Android客户端的很大一部分功能都是针对空气质量数据

的管理，在使用上更加适合负责空气质量监测的环保人员。而对普通大众来说，

主要关心的是监测点位的空气质量数据，Android客户端中提供的数据分析、保

存等功能并没有太大的实用意义。另外当前Android安全问题频发，很多人不愿

意随便去安装客户端。为此我们设计了微信公众号，用户只需要在微信上关注该

公众号即可获取空气质量数据。

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移动智能终端提供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

在设计最初微信主要提供点对点的即时通讯服务，其功能相当于移动服务商提供

的短信，只是信息的传递不再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而是通过移动互联网。随着微信

公众平台的开发，使微信在原来即时通讯、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社会传

播的功能。任何团体或个人都可以申请开通微信公众号，在审核通过后即可面向

大众进行信息推送。在庞大的用户群基础上，微信公众平台向第三方开发API，

任何通过审核的微信用户都可以成为开发者。当前和开通微博一样，开通微信公

众号已经是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必要选择1571。

微信公众号主要分为三种：订阅号、服务号和企业号。这三种公众号面向不

同的用户群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其功能区别如表5-1所示。

表5-1三种公众号功能区别

订阅号 服务号 企业号

为媒体和个人提供一种新的 面向企业和组织，向客户群提
帮助企业和组织内部建立与

信息传播方式，构建与读者 供更强大的业务服务和用户
员工、上下游合作伙伴与企业

IT系统间的链接。企业内部
之间更好的沟通与管理模式 管理能力。

使用。

这三种公众号又各自分为认证号和未认证号，未认证号只能使用公众平台提

供的一部分基础功能，相当一部分的API都无法调用，而认证一个公众号需要

提交申请并交纳一定的费用。为此公众平台为方便广大开发者提供了测试号，在

测试号环境下可以免费的调用大部分的API接口，但是测试号不能够向公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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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本系统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测试号环境下开发的。

成为微信公众号开发者首先登陆微信公众平台的官方网站填写注册信息并

选取微信公众号类型(一旦选定不可更改)。信息填写完整并通过审核后就可以

使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一些基础功能，包括设置自动回复、自定义菜单等。但

是要成为真正的微信开发者还需经过Token验证过程。Token验证过程需要在微

信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器之间进行信息交互，所以在验证之前要确定第三方服务

器已开启f58】。在本系统中的第三方服务器就是第四章中提到的J2EE应用服务器

Wildfly，下文中我们称第三方服务器为自有服务器。Token验证流程如图5．1所

示。

一⋯⋯⋯⋯⋯⋯⋯⋯⋯⋯⋯一’
登砧徽信公众号官方罔站注册
以下信息：
1、开发者基本资科
2、开发者自有服务嚣呱也以及
Token、签名和时间曩信息

一⋯⋯⋯⋯⋯⋯⋯⋯⋯⋯⋯‘、

对token、时问曩、麓机码进行
字典捧序和SitA-1加密，将加密
后的字节码与签名字节比较

若黼服务墨接收到蠡据与前
面发送的随机字符串相同赠验
证成功，否爿验证失勇[．在徽
信页面可看到验证结果

一⋯⋯⋯⋯一_I⋯⋯⋯⋯⋯一
在本地服务嚣上箱写代码j注噩
接口接受黼服务器发送来的
签名、时间藏、随机码、麓机
字符串数据．特别是将注五时
填写的Token信息写入代码中
‘、⋯⋯⋯⋯‘．-⋯．⋯●⋯⋯．⋯一一

一⋯⋯⋯⋯一．I⋯⋯⋯⋯⋯一
在黼公众号官方同站点击验
证按钮。徽信服务晷将以肌的
格式包装签名、时间鼠、随机
码和随机字符串等蜀暖并发出
请求

若加密后得到帕数黔签名数
据相同．舅将第二步接受到的

瞳机字符串返目给徽信厦务
器，否舅运目№11

图5-1Token验证褫程

自有服务器URL、Token等信息都是用户在微信官方页面填写的。当用户在

微信官方页面点击验证按钮之后，微信服务器会根据开发者填写的信息组装数据

并向自有服务器发起验证请求。自有服务器需完成数据解析、SHA'I加密以及

T0ken信息验证的全过程，并将验证结果返回给微信服务器。微信服务器会根据

返回的验证结果刷新微信官网页面，开发者可在此看到验证结果。

Token验证过程中涉及到了微信服务器和自有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其实微信

公众号在响应用户菜单点击、自动回复等操作时微信服务器与自有服务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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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流程都是一样的。微信客户端会将用户的点击等操作封装成XML数据发送

给微信服务器，微信服务器再根据公众号注册时填写的URL等信息转发XML

数据。自有服务器根据接受到的数据信息完成逻辑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封装成

XML格式的数据返回给微信服务器，微信服务器再次完成信息转发，最后数据

被传递到微信客户端上，完成数据显示。交互过程中XML数据的标签信息在微

信公众号提供的API中有详细的说明。微信服务器和自有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流

程如图5．2所示。

回 国 囤
进入公众号．点击菜单或发送信息

图S·2微信服务器和自有服务器通信流程图

5．2系统微信公众号设计

5．2．1系统微信公众号总体架构

解析请求

查询敦据库

封装敦据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微信公众号主要向用户提供空气质量数据浏览功能，在功

能模块设计上类似于Android客户端的网络模式。本公众号提供了GIS地图、数

据查询、使用帮助以及AQI指数简介等模块。GIS地图模块移植了ArcGIS插件。

用户在点击菜单按钮后，公众号会获取用户所在地的位置信息，然后跳转到地图

网页，在GIS地图上标注有用户附近的所有监测点位，用户只需点击图标即可

获取该点位最近的监测数据。数据查询模块默认获取的是距离用户所在位置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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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点位的数据，同时系统支持用户通过回复地名的方式调取相应地区的空气

质量数据。使用帮助、AQI指数简介等模块提供了本公众号的使用说明和常见我

国对AQI指数说明的介绍。本微信公众号功能模块图和界面显示效果分别如图

5．3、图5-4所示。

图S．3微信公众号功能结构图

夔 怨好!破连使用基于物j《溺的
!睽 空气鏖量监测系统公众微佑疆!

务!您当请所在地的空气质量i
数据如下：

1．PM2 5：162ug／m3

2、PMIO：364ug／m3

3．S02：'i03ppb 魏，。

4“NO．2：100p曲 官方App
5。Co：{709ppb

6、03：1 42ppb

空气污染括敷AQI：221 AQ}嚣数

您可以通过四复“．}邑．最名”

形式壶询空气质量敷据 使震帮助

毒 6ls地图 敷据鸯诲 殳多 ～謇i Gls璁酒 最据耍诲 更多

图S．4微信公众号界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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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自定义菜单开发

微信公众号中的自定义菜单添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官网提供的便捷方

式，这种添加方式只需点几个按钮，操作非常简单，但是其功能也较为单一，只

能为菜单操作指定固定格式的消息回复或网页跳转，适用于非开发者。另外一种

是通过程序编程。公众平台提供完整的自定义菜单接口，包括菜单创建、菜单查

询和菜单删除等，而且开发者可以为菜单操作指定动态的消息回复。微信公众号

规定自定义菜单最多可以有三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下最多有五个二级菜单。

微信公众号自定义菜单的实现是通过向微信接口发送固定格式的Json数据。

微信对创建菜单的JSON数据的格式规定如表5．2所示。

表5-2创建菜单JSON数据格式

参数 是否必须 说明

buaou 是 一级菜单数组，个数应为l-3个

sub_button 否 二级菜单数组，个数应为1．5个

type 是 菜单的响应动作类型

菜单标题，不超过16个字节，子菜单不n锄e 是
超过40个字节

菜单KEY值，用于消息接口推送，不超
key click等点击类型必须

过128字节

网页链接，用户点击菜单可打开链接，
url view类型必须

不超过1024字节

media_id类型和view—limited类 调用新增永久素材接口返回的合法
media id

型必须 media—．id

本公众号创建的菜单如图5．4中所示，其JSON数据如下：

5．2．3 ArcGIS for JavaScript移植及应用

微信中的网页开发与普通的手机端网页开发一样，需用到Html、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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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所以本公众号中需移植的ArcGIS地图实际上是ArcGIS for JavaScript

的移植。JavaScript在移动端的开发中有很多框架，最常用的就是JQueryMobile，

但是ArcGIS for JavaScript的API中使用的是Dojo框架，这也为我们的移植带来

了一定的麻烦。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Dojo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框架，

其在跨浏览器等方面有着比JQuery Mobile更突出的表现。

在移植过程中首先要引入ArcGIS的JS文件。当前AreGIS提供了两种Js

文件的引入方式，一种是使用ArcGIS提供的在线服务，另外一种是使用自己配

置的离线服务。第一种方式简单高效，一行代码完成引入，但是受ArcGIS官网

的限制。第二种引入方式首先要从官网下载ArcGIS for JavaScript的完整文档，

然后将文件部署到自有服务器上，这当中还要修改init．js和dojo．js的两个文件的

关键字段值。第二种方式较为麻烦，但是一旦部署成功就可以长期使用，脱离了

ArcGIS官网的限制。为提高开发效率，本项目采用了第一种引入方式。

田。 荣i 萋篓

U÷j ≯◆f

由罴每添≯、。爹m零聊_?

糯每纛：：薹墓：窖：曲螽碧壤通

图S．SGIS地图页面

GIS地图页面移植成功后的显示效果如图5．5所示。本页面在地图加载前

翡篙鎏警o。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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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地理位置接口获取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信息，然后

根据地理位置信息获取地图初始化显示的区域和该区域内所有的监测点位坐标。

地图加载完成后在地图上标注监测点位图标，这些图标都可以响应用户的点击操

作并调取该监测点最近的空气质量数据。页面加载流程如图5-6所示。

5．2．4自动回复功能

图5-6 GIS地图页面加载流程

自动回复功能和自定义菜单一样，微信公众号的提供了两种开发方式。一种

是在微信官网里输入关键字和相应回复并保存在微信服务器，这种方式回复的信

息内容单一，格式固定。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编程的方式实现，这种方式开发者可

以在自有服务器上自由的定义回复内容【59】。这两种方式区别就类似于静态网页

与动态网页的区别。

通过编程方式实现自动回复功能时，微信服务器仍是主要完成演消息的中转

角色，回复消息的解析与组装都是由自由服务器完成，消息的封装格式仍是XML。

微信公众平台支持的自动回复消息类型有文本消息、图文消息、音乐消息和视频

消息等。针对每一种消息类型公众平台都定义了固定的消息格式，其中文本消息

接受与回复的X胤标签如表5．3所示。
表5-3文本消息XML标签含义

接收消息 回复消息

参数 描述 参数 是否必须 描述

ToUscrName 开发者微信号 1'oUserName 是 接收方账号

FromUscrNamc 发送方账号 FromUserNamc 是 开发者微信号

CrcatcTimc 创建时间 CrcatcTimc 是 创建时问

MsgTypc rext MsgType 是 text

Content 消息内容 Content 是 回复内容

MsgId 消息id．6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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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从实用性出发给出了本系统微信公众号开发的必要性，然后针对微

信开发者Token验证流程以及微信服务器与自有服务器的交互流程给出了详细

说明。针对本微信公众号的总体架构以及各功能模块的实现进行了具体的介绍，

特别是对ArcGIS for JavaScfipt的移植及应用、自定义菜单的创建以及自动回复

功能的实现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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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总结与展望

本论文主要研究了物联网、智能移动终端、嵌入式、无线通信等技术在空气

质量监测领域的应用。本系统共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硬件系统完成

空气质量数据的采集与传输，软件系统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管理、分析与显示等

功能。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底层硬件系统选用了STM32作为控制核心，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检测选用

激光散射原理的高精度传感器模组，对于S02、CO、03、N02等污染气体的检

测采用高精度定电位电解气体检测传感器作为检测探头。并采用了限幅滤波、惯

性滤波等多种数字滤波算法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采样的数据的初步分析与处理。

2、选用了WIFI无线模块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传输。系统中WIFI模块工作

在AP+s1’A模式下，使用UDP通信技术完成与移动智能终端的通信，使用UDP

技术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远程上传。

3、搭建了软件系统架构。本系统的软件部分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模块：远程

服务器、Android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4、设计了远程服务器端。在远程服务器上搭建了J2EE应用服务器Wildfly

和ArcGIS服务器。在Wildfly上运行EJB、Sevlet应用程序完成与Android客户

端和微信公众号交互，并接受硬件系统上传的数据。ArcGIS服务器为Android

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提供地图服务。

5、开发了Android客户端应用程序。本系统Android客户端有单机和网络

两种工作模式，客户端在登陆时会根据系统连接网络的不同自动完成工作模式的

选择。单机模式下直接与底层硬件系统通信，完成空气质量数据的实时显示和本

地存储。网络模式下移植了ArcGIS for Android插件，直接在地图上标注监测点

位位置，系统支持通过点击图标操作调取空气质量数据和查看监测点三维实景。

另外单机模式下存储的空气质量数据文件可在网络模式下上传至远程服务器。

6、开发了微信公众号。完成了本系统微信公众号自定义菜单、自动回复、

网页跳转等功能的开发工作，并且移植了ArcGIS for JavaScdpt插件，完成类似

于Android客户端网络模式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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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系统截止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由于开发时间、实验室

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系统还有很多待改进之处：

l、硬件系统的封装上仍有许多改进之处。由于目前的硬件设备封装较为简

单，在实验室环境尚可正常工作，但是一旦需长期暴露在情况较为复杂的室外环

境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这方面仍需调研改进。

2、当前硬件系统与远程服务器的通信采用的是UDP通信技术，通信过程中

有可能会出现丢包等问题。这方面仍需完善通信协议，使系统能够在出现丢包等

问题时自动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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