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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及

方法，包括n个无人机飞控机、n个含有定时发送

模块的机载北斗终端、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地面

中心站、含有卡号端口映射模块的地面北斗终端

机和n个地面操控台。本发明在机载北斗终端中

增加定时器模块，定时发送周期内最后一帧遥测

信息，保证了在SIM卡等级限制范围内遥测信息

以最高效率和实时性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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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n个无人机飞控机、n个含有定时发送

模块的机载北斗终端、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含有卡号端口映射模块的地面北斗

终端机和n个地面操控台，所述的卡号端口映射模块包括机载SIM卡号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

关系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关系，实现无人机与地面操控台的一一映射，所述

的定时发送模块按照机载北斗终端的SIM卡等级允许的最快发送周期定时发送距离发送时

刻最近的遥测信息；

所述的无人机飞控机将遥测信息按照周期发送至机载北斗终端，机载北斗终端通过定

时发送模块将遥测信息发送到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将接收到的遥测信息发送到地面北斗终

端机，地面北斗终端机根据卡号端口映射模块中的卡号端口映射关系，将遥测信息发送给

相应的地面操控台；

所述的地面操控台将遥控信息发送给地面北斗终端机，地面北斗终端机根据卡号端口

映射模块中的卡号端口映射关系，将遥控信息发送给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将收到的遥控信

息发送到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判断发送或是剔除该遥控信息，若判

定为发送，北斗卫星将遥控信息发送给相应的机载北斗终端，飞控机提取遥控信息将其插

入到遥测信息中，通过定时发送模块在下一个发送周期发送给对应的地面操控台，地面操

控台对遥测信息进行提取和比对，判断遥控信息是否发送成功，若没有发送成功则重新发

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北斗卫星地

面中心站通过SIM卡通信频次限制来判断是否剔除遥控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地面北斗终

端使用网络通信，机载北斗终端支持串口、总线或光纤多种通信方式，地面操控台与地面北

斗终端采用UDP组播的通信模式。

4.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第一步，地面北斗终端根据机载北斗终端SIM卡号和地面操控台的遥控遥测组播端口

号进行一一映射，建立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表；

第二步，飞控机i将遥测信息按照周期Ti发送至机载北斗终端i，机载北斗终端i按照SIM

卡等级允许的最快发送周期Ti′定时发送，在一个发送周期Ti′内，机载北斗终端选取距离发

送时刻最近的遥测信息帧，填充至机载北斗发送帧，目的卡号填充地面北斗终端的SIM卡

号，发送卡号填充SIM卡i，通过北斗卫星发送至地面北斗终端，i＝1,2,…n，n为飞控机总

数；

第三步，地面北斗终端将接收到北斗卫星转发的第二步的机载北斗发送帧，提取包含

的发送卡号和遥测信息帧，地面北斗终端查询第一步建立的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和地

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表，将提取的遥测信息帧发送至SIM卡i对应的遥测端口Ci；

第四步，操控台i的遥测端口Ci接收到第三步的遥测数据，操控台i对其进行校验后即得

到无人机i的遥测信息；

第五步，操控台m产生一条有效的遥控指令帧，通过遥控端口km发出，m＝1,2,…M，M为操

控台总数；

第六步,地面北斗终端监测并接收到遥控端口km的遥控指令帧，校验正确后，查询第一

步建立的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表，选择遥控端口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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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SIM卡m作为目标卡号，填充至地面北斗发送帧，发送卡号填充地面北斗终端的SIM卡

号，发送内容填充第五步的遥控指令帧，产生地面北斗发送帧，地面北斗终端将其发送至北

斗卫星；

第七步，北斗卫星将接收到第六步的地面北斗发送帧发送至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北

斗卫星地面中心站根据地面北斗终端的SIM卡的等级，判断是否需要剔除该帧数据，若无需

剔除，北斗卫星则将地面北斗发送帧转发至机载北斗终端m；

第八步，机载北斗终端m接收到北斗卫星转发的地面北斗发送帧，校验正确后，转发至

飞控机m；

第九步，飞控机m提取地面北斗发送帧中的遥控指令信息，插入到遥测信息中，得到新

遥测信息，按照第二步的过程，将机载北斗发送帧发送至地面北斗终端；

第十步，地面北斗终端按照第三步将第九步的新遥测信息发送至操控台m，操控台m接

收到遥测数据后，提取新遥测信息中的遥控指令信息，与第五步发送的上一帧遥控指令信

息进行比对，若比对正确，则确认遥控指令发送成功，完成遥控遥测发送流程，若比对错误，

则认为遥控指令发送失败，转入第五步重新发送，重复第五至十步，直至确认遥控指令发送

成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七步中若北

斗卫星接收到第六步的地面北斗发送帧，根据地面北斗终端的SIM卡的等级，判断需要剔除

该帧数据，则北斗卫星不发送该帧遥控指令到机载北斗终端m，经一定时间后，地面操控台m

还无法从遥测信息中提取出任何第五步的遥控指令信息，地面操控台m判定遥控指令发送

超时，重新发送该遥控指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判定遥控指令

发送超时的时长为不低于2Td，Td为北斗短消息由地面发送至机上的理论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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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及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北斗卫星的

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及方法，属于遥测遥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部署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五颗北斗一代卫星，通过加装有源收发装置，在实现导

航功能的同时，也集成了卫星通信功能。它能够为亚太地区的所有用户提供每条不大于

240Bytes的数据接入服务，通信频次最快1s/次。虽然数据通信频次和信息量受限，但北斗

短信系统范围广、接通能力强，在国内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无人靶机、支线客机以及部分

民用无人机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0003] 每一台北斗短信终端都通过其安装的一张北斗SIM卡唯一标识。每一条北斗短消

息中，包括发送卡号、目标卡号和数据内容。北斗短信终端的数据接收不受限制，但数据发

送频次与SIM卡等级相关。民用卡的发送频次为60s/次，军用卡的发送频次最快1s/次。

[0004] SIM卡通信频次限制通过以下途径实现：t0时刻北斗终端1将信息发送给北斗终端

2，北斗终端2成功收取。按照SIM卡等级，北斗终端1下一个有效发送时刻最早为t0+T。在t0

～t0+T时间段内，北斗终端1发送的任何信息在卫星转发的过程中都会被系统剔除，从而实

现了SIM卡发送频次限制。

[0005] 北斗短信终端的常用方法为一对一的双向通信或多对一的单向通信。但是在无人

机多目标测控系统中，需要进行一站对多机的双向通信。使用多套一对一北斗通信系统，会

造成地面北斗终端数量过大，资源浪费。使用多对一的单向通信，地面北斗终端仅能接收机

载北斗遥测信息，无法发送有效的遥控指令。同时，由于SIM卡等级限制，传统的北斗短信系

统采用定时发送的方法，在无人机遥控指令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情况下，此类发令方法无法

满足实时性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了一种使用北斗短信进行高效实时多

目标双向通信的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及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北斗短信系统无法一对多

双向实时通信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装置，包括n个无人机飞控机、n个

含有定时发送模块的机载北斗终端、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含有卡号端口映射模

块的地面北斗终端机和n个地面操控台，所述的卡号端口映射模块包括机载SIM卡号与遥测

遥控端口映射关系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关系，实现无人机与地面操控台的一

一映射，所述的定时发送模块按照机载北斗终端的SIM卡等级允许的最快发送周期定时发

送距离发送时刻最近的遥测信息；

[0008] 所述的无人机飞控机将遥测信息按照周期发送至机载北斗终端，机载北斗终端通

过定时发送模块将遥测信息发送到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将接收到的遥测信息发送到地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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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终端机，地面北斗终端机根据卡号端口映射模块中的卡号端口映射关系，将遥测信息发

送给相应的地面操控台；

[0009] 所述的地面操控台将遥控信息发送给地面北斗终端机，地面北斗终端机根据卡号

端口映射模块中的卡号端口映射关系，将遥控信息发送给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将收到的遥

控信息发送到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判断发送或是剔除该遥控信息，

若判定为发送，北斗卫星将遥控信息发送给相应的机载北斗终端，飞控机提取遥控信息将

其插入到遥测信息中，通过定时发送模块在下一个发送周期发送给对应的地面操控台，地

面操控台对遥测信息进行提取和比对，判断遥控信息是否发送成功，若没有发送成功则重

新发送。

[0010] 所述的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通过SIM卡通信频次限制来判断是否剔除遥控信息，

SIM卡通信频次限制为本领域公知技术。

[0011] 所述的地面北斗终端使用网络通信，机载北斗终端支持串口、总线、光纤等多种通

信方式，地面操控台与地面北斗终端采用UDP组播的通信模式。

[0012] 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方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13] 第一步，地面北斗终端根据机载北斗终端SIM卡号和地面操控台的遥控遥测组播

端口号进行一一映射，建立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表；

[0014] 地面北斗终端作为一对多双向通信系统的中转，一般将其SIM卡卡号定义为0。

[0015] 第二步，飞控机i将遥测信息按照周期Ti发送至机载北斗终端i，机载北斗终端i按

照SIM卡等级允许的最快发送周期Ti′定时发送，在一个发送周期Ti′内，机载北斗终端选取

距离发送时刻最近的遥测信息帧，填充至机载北斗发送帧，目的卡号填充地面北斗终端的

SIM卡号(一般设置为0)，发送卡号填充SIM卡i，通过北斗卫星发送至地面北斗终端，i＝1,

2,…n，n为飞控机总数；

[0016] 第三步，地面北斗终端将接收到北斗卫星转发的第二步的机载北斗发送帧，提取

包含的发送卡号和遥测信息帧，地面北斗终端查询第一步建立的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

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表，将提取的遥测信息帧发送至SIM卡i对应的遥测端口

Ci；

[0017] 第四步，操控台i的遥测端口Ci接收到第三步的遥测数据，操控台i对其进行校验

后即得到无人机i的遥测信息；

[0018] 第五步，操控台m产生一条有效的遥控指令帧，通过遥控端口km发出，m＝1,2,…M，

M为操控台总数；

[0019] 第六步,地面北斗终端监测并接收到遥控端口km的遥控指令帧，校验正确后，查询

第一步建立的第一步建立的SIM卡与测控端口映射表和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

表，选择遥控端口km对应的SIM卡m作为目标卡号，填充至地面北斗发送帧，发送卡号填充地

面北斗终端的SIM卡号(一般设置为0)，发送内容填充第五步的遥控指令帧，产生地面北斗

发送帧，地面北斗终端将其发送至北斗卫星；

[0020] 第七步，北斗卫星接收到第六步的地面北斗发送帧，根据地面北斗终端的SIM卡的

等级，判断是否需要剔除该帧数据，若无需剔除，则将地面北斗发送帧转发至机载北斗终端

m；

[0021] 第八步，机载北斗终端m接收到北斗卫星转发的地面北斗发送帧，校验正确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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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至飞控机m；

[0022] 第九步，飞控机m提取地面北斗发送帧中的遥控指令信息，插入到遥测信息中，得

到新遥测信息，按照第二步的过程，将机载北斗发送帧发送至地面北斗终端；

[0023] 第十步，地面北斗终端按照第三步将第九步的新遥测信息发送至操控台m，操控台

m接收到遥测数据后，提取新遥测信息中的遥控指令信息，与第五步发送的上一帧遥控指令

信息进行比对，若比对正确，则确认遥控指令发送成功，完成遥控遥测发送流程，若比对错

误，则认为遥控指令发送失败，转入第五步重新发送，重复第五至十步，直至确认遥控指令

发送成功。

[0024] 所述第七步，若北斗卫星接收到第六步的地面北斗发送帧，根据地面北斗终端的

SIM卡的等级，判断需要剔除该帧数据，则机载北斗终端m无法收到该帧遥控指令，相应的机

机载北斗发送帧中也不会插入任何该帧遥控指令的信息，地面操控台m不会从遥测信息中

提取出任何第五步的遥控指令信息，经一定时间后，地面操控台m判定遥控指令发送超时，

重新发送该遥控指令。

[0025] 所述判定遥控指令发送超时的时长为不低于2Td，Td为北斗短消息由地面发送至机

上的理论延时。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在机载北斗终端中增加定时器模块，定时发送周期内最后一帧遥测信

息，保证了在SIM卡等级限制范围内遥测信息以最高效率和实时性进行传输；

[0028] (2)本发明地面北斗终端采用指令触发发送+回令比对的遥控发令模式，保证了遥

控指令准确上传，同时在地面北斗终端不必使用难以申请的指挥卡，在采用普通用户卡的

情况下，依然可以将针对不同目标的不同指令信息准确上传；

[0029] (3)本发明在地面北斗终端中增加SIM卡号与测控端口映射模块，保证了地面北斗

终端能够将不同目标的遥控遥测信息准确的进行转发；

[0030] (4)本发明重新设计了遥测信息和遥控指令的转发策略，同时在地面北斗短信终

端上加装一个卡号端口映射模块，在北斗短信通信频次受限的条件下，保证了遥控遥测信

息的正确性和实时性，卡号端口映射模块将不同的机载北斗SIM卡号一一对应至相应的遥

控遥测网络端口，从而在仅有一台地面北斗终端的情况下，不同的操控台可以通过配置网

络端口，实现对多架无人机的遥测遥控。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机载SIM卡号与遥测遥控端口关系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例及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5] 本发明如图1所示，包括n个无人机飞控机、n个含有定时发送模块的机载北斗终

端、北斗卫星、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含有卡号端口映射模块的地面北斗终端机和n个地面

操控台。地面操控台1、2…、n分别监控无人机1、无人机2、…无人机n。定时发送模块按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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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北斗终端的SIM卡等级允许的最快发送周期定时发送距离发送时刻最近的遥测信息。地

面操控台与地面北斗终端采用UDP组播的通信模式，遥控发送端口号分别为K1、K2、…、Kn，遥

测接收端口号分别为C1、C2、…、Cn。

[0036] 卡号端口映射模块包括如图2所示的机载SIM卡号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关系和如

图3所示的地面操控台与遥测遥控端口映射关系，实现无人机与地面操控台的一一映射。

[003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无人机多目标测控方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38] 一、遥测信息传送

[0039] 11、飞控机1按照周期T1向机载北斗终端1发送无人机1的遥测信息。

[0040] 12、机载北斗终端1按照T1′周期定时下传机载遥测信息，T1′为机载北斗终端1的

SIM卡等级限制的发送周期。机载北斗终端1选取距离发送时刻最近的遥测信息作为发送内

容，SIM卡0(地面北斗终端)作为目的卡号，SIM卡1作为发送卡号，组成机载北斗数据帧发送

至北斗卫星。

[0041] 13、由于机载北斗数据帧按照SIM卡1的限制周期定时发送，因此北斗地面中心站

不会对机载北斗数据帧进行剔除，实时回传给北斗卫星，再由北斗卫星转发至地面北斗终

端。

[0042] 14、地面北斗终端通过解扩、解调还原出机载北斗数据帧后，提取发送卡号SIM卡

1，按照图2比对映射关系，找到SIM卡1对应的遥测端口号C1。地面北斗终端将无人机1的机

载遥测信息发送至C1端口。

[0043] 15、负责对无人机1进行测控的操控台1通过遥测端口C1接收到无人机1的机载遥

测信息。其它操控台由于遥测端口不是C1，无法接收无人机1的机载遥测信息。

[0044] 在本示例中，通过机载北斗数据帧的定时传输方法和提前设定的地面北斗终端端

口卡号映射关系，在仅有一台地面北斗终端的情况下，完成了机载北斗数据在SIM卡等级限

制下的最高效率传输，也保证了多架无人机的机载遥测信息不会发生混淆。

[0045] 二、遥控信息传送

[0046] 21、地面操控台2产生了一条遥控指令，需要通过北斗短信链路发送给无人机2。

[0047] 22、地面操控台按照图3所示的映射关系，把遥控指令通过遥控端口K2发送到网络

上。

[0048] 23、地面北斗终端通过遥控端口K2接收到该条遥控指令，通过比对图2所示的映射

关系，找到K2端口对应的SIM卡2。地面北斗终端将SIM卡2作为目的卡号，遥控指令作为发送

内容，SIM卡0(地面北斗终端)作为发送卡号，组成地面北斗数据帧，通过射频链路发送至北

斗卫星。

[0049] 24、北斗卫星将步骤23的地面北斗数据帧发送至北斗卫星地面中心站。北斗卫星

地面中心站提取发送卡号SIM卡0(地面北斗终端)，根据其SIM卡等级和上一次有效发送时

间，确认该帧数据是否能够发送，不能发送进行步骤25，若能发送进行步骤26。

[0050] 25、若步骤24的地面北斗数据帧不能发送，则进行剔除。无人机2无法收到该帧遥

控指令，相应的机载北斗遥测帧中也不会插入任何该帧遥控指令的信息。相应的，地面操控

台2不会从遥测信息中提取出任何步骤1所述遥控指令的信息。经2Td后，地面操控台2会向

地面操控人员提示“遥控指令发送超时，请重新发送”，地面操作人员重新发送同一遥控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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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26、若能发送步骤24的地面北斗数据帧，则由北斗卫星将其转发至机载北斗终端

2。

[0052] 27、机载北斗终端2接收到步骤26的地面北斗数据帧，从中提取出步骤21遥控指

令，校验无误后通过串口将其转发至飞控机2。

[0053] 28，飞控机2执行步骤21的地面遥控指令，执行完成后，将地面遥控指令的若干字

节信息插入至以后的遥测信息帧中。

[0054] 29、机载北斗终端2接收到步骤28的遥测信息帧，通过一中的步骤将其发送至地面

操控台2，地面操控台2提取遥测信息帧中的遥控指令信息，与刚刚发送的遥控指令信息进

行比对，比对正确，提示遥控指令发送成功。

[0055] 本发明未详细说明部分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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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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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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