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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天使—留守儿童无人机看护系统 

 

摘要 

 

针对乡村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这社会痛点问题，采用 Intel AI-BoxX 作为机载边缘计

算平台，设计了一个基于智能无人机的户外远程看护系统方案。 

作品采用机器人操作系统，基于 OpenVINO 深度神经网络加速框架，实现了基于无人机

的目标儿童追踪、实时视频传输等功能，解决了广袤复杂地形下全局路径规划、无人机室内

起降和自主充电、复杂场景下局部路径规划和避障以及远程操控等问题。作品能降低无人机

在农村的运维难度，保护乡村儿童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无人机，飞行控制， 路径规划，目标识别，边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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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ROBO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BSTRACT 

 

 Safety accident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ccurred continually. In response to this 

social pain point, this work uses Intel AI-BoxX as the edge computing platform to design an outdoor 

remote care system based on smart drones. 

 The work uses 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 and the OpenVINO deep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ion framework,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drone-based target child tracking, real-time video 

transmission, etc., and solve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global path planning, drone indoor 

Take-off , landing and autonomous charging, local path planning and obstacle avoidance in complex 

scenarios, and remote control. The work can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dro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rural areas and prot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UAV, Flight control, Path planning, Target identification,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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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

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湖南省以

及江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量青壮年长期在外打工，导致这些人的子

女在生活中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看护，处境贫瘠苍白，令人揪心。全国妇联2019年5月发布的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1]
指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

万，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

事已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全面保护儿童身心安全。例如在2010

年，陕西有5个小学生喝农药自杀，4个是留守儿童；在2012年，毕节5名留守儿童冻死在垃

圾箱；在2013年，毕节5名留守儿童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在2019年8月，河南信阳6名儿

童不慎落水溺亡，这6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年幼生命的夭亡，让人心声悲戚，乡村地区

留守儿童的身心安全受到了国家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此，进一步解决留守儿童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我国儿童工作的重大任务，也是均

衡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1.1 留守儿童看护现状分析 

农村学校由于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常

常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监护不力、儿童防护能力弱，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

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

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留守儿童受到校园霸凌等情况

更为常见，而这些霸凌事件又往往发生人烟稀少的放学路上。尤为突出的是，留守儿童中

女孩受到性侵害又不能及时得到父母帮助，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现有的儿童看护手段众多，例如摄像头监控、人工巡检、移动机器人勘察及儿童穿戴式

设备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农村地区，这些手段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视频监控摄像头 

摄像头看护是儿童看护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保障儿童在校安全，农村

的学校区域一般都装有摄像头。2020年 6月 18日，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京召开全国学校

安全工作视频会，陈宝生部长在会上指出在 2020年底前要实现所有中小学和城市幼儿园一

键式报警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达标率“100%”，提升安全防范能力。部分家庭甚至在家里

也已经安装了摄像头，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的看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常规摄像头到 AI智

能看护摄像头，摄像头用于监控和看护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手段。 

但是，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区儿童的放学路上，以及假期游玩的山河湖泊等

区域还无法实现摄像头的全覆盖。因为在农村地区部署这么大规模摄像头将会耗费巨大财

力和人力，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目前连 4G信号覆盖都还没有到位。而且，摄像头安装一般固

定于某一个点位，由于点位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还是会存在众多的摄像头盲区。而那些摄

像头目前还无法覆盖的区域，正是发生儿童霸凌、野泳溺水等事故的高发地点。因此，对

于留守儿童而言，仅靠安装摄像头监控还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2）人工巡检 

在摄像头监控覆盖不了的地方，人工巡检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手段。人工巡检主要通过

人力往返巡逻来发现危险，因此可以覆盖更广的区域，在监管过程中也可以更灵活的调动。

据报道，湖南省怀化市近几年每年夏天都要组织党员干部沿河巡查，劝返野外游泳儿童，

从而保持了溺水事故零发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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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工巡检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农村地区本就缺少青壮年劳动力，负责看护留守儿

童的祖父母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承担起巡检的任务。农村道路较复杂，特别是山路崎

岖，巡检人员可能无法及时达到指定区域，掌握儿童的安全状况。因此，在农村地区，无

法实施有效的人力巡检措施，无法达到看护留守儿童的目的。 

（3）移动机器人 

机器人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展现其替代人力的资本。移动机器人由计算机

控制，具有移动、自动导航、多传感器控制、网络交互等功能。目前，儿童看护机器人已

经在市面上出现，主要通过人脸识别、场景识别等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实现对儿童的看护，

用于防止儿童家庭意外伤害的发生。由于机器人移动的限制，儿童看护机器人一般用于家

庭中的儿童看护。 

但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危险区域多位于户外，如河边、山上等，目前受技术限

制，机器人还无法顺利地在很多崎岖的道路甚至是山路上行走。并且移动越障机器人成本

高昂，难以在农村地区广泛应用。因此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暂时还无法依靠移动机

器人来实现儿童看护。 

（4）儿童手表手环等穿戴式设备 

2014 年开始，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用于儿童看护的穿戴式设备，包括儿童电

话手表、手环、智能胸牌等，它们与云服务器、手机移动端三方联系形成了儿童看护方案。

其依靠穿戴式设备将经纬度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提供该位置的街景图片并合成轨迹路线，

并在家长手机移动端 App内显示，从而实现儿童的远距离、大范围的看护。 

但是，儿童可穿戴设备只是简单地将位置信息送往监护人的移动端。当儿童靠近危险区

域或者处于危险状况时，父母并不能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状况。因此每个儿童和监护人只是

孤立于环境外的个体。特别是对于乡村留守儿童而言，能够灵活使用手机进行儿童监控的

父母往往在外务工，出现紧急情况时甚至根本无法知晓。 

综合当前留守儿童看护手段，社会急需一种反应迅速的、更新的、更全面的儿童看护措

施，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1.2 人工智能和无人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无人机的出现，给留守儿童看护带来了新的希望。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在数据分析，图像识别，文本处理等领域都有广泛应

用。在图像识别领域，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以及计算机硬件性能的不断提升，大规模的矩

阵运算得以实现,推动了图像识别领域的发展
[2]
。深层信念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DBN）

[3]
、多特征的加权 DenseNet（MFR-DenseNet）

[4]
、生成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
[5]
等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及其改进方法的出现，使得图像识别在速

度和准确率上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地步
[6]
。 

同时，随着大数据、云技术、超级计算为核心的计算技术的进步，无人机技术也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阶段。无人机是集成传感、通信、信息处理、智能控制等高新技术的结合产物，

无人机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非常广阔
[7]
。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小型无人机在远程遥控、

续航时间、飞行品质上有了明显的突破，成为近几年新兴的遥感手段，并在遥感界被普遍

认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8]
无人机具有极高的机动性，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安全性高、维

护成本低、操作简便，因此，相比于各种传统监控方式，小型无人机用于监控具有极大的

优势。采用无人机代替传统的移动端设备或人工巡逻，有速度快、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可

查看范围广，效率高等优点。 

1.3 留守儿童无人机看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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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利用四轴飞行器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 Intel AI-BoxX边缘计算平台，基于深度

神经网络，在飞行器自动驾驶开源平台 Pixhawk 4 基础上，针对留守儿童野外看护问题设

计了一种能够在野外山区高速移动、智能识别、跟踪伴飞的无人机看护系统。该套系统通

过儿童穿戴式定位设备采集和跟踪儿童位置，在儿童遭遇险情或监护人判断可能处于危险

的情况下，呼叫无人机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目标识别和跟踪，从而吓阻危险人员，尽最

大的可能保障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1.4 面临的主要设计挑战 

作品针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安全看护问题，设计基于无人机的空中智能看护系统。由

于我国农村地区地形地貌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系统面临以下设计挑战： 

1） 我国幅员辽阔，而农村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94.7%。因此相比于城市或者室内机

器人导航而言，智能无人机在农村地区高速飞行时不能采用提前建立的 3D稠密地图

进行路径规划和导航。 

2） 另外我国农村地区主要以丘陵和山地为主，高山峡谷等地形地貌对无人机与地面站

之间的高速图形图像通信形成了屏蔽，极大限制了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和飞行区域，

信号严重丢失时甚至会导致无人机坠毁。 

3） 而且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工程技术人员，而传统无人机系统主要为专业飞手设计，

很难找到专业的飞手在广袤的农村现场对无人机进行操控和运维。 

4）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形成了较大反差，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较为落后、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自建房屋大量闲置，传统无

人机机库技术由于结构复杂、成本高昂、运维困难，难以在广袤的农村地区进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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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留守儿童无人机看护系统总体设计 

 

2.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本作品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以 Intel AI-BoxX 边缘计算机为核心的无人机端，二

是控制信息交互和飞行调度的服务器端，三是儿童佩戴的定位设备端，四是由家长进行操

作的地面控制端，其系统设计如图所示： 

 

图 2.1 系统总体设计图 

 

2.2 系统实现功能与指标 

2.2.1 无人机端 

无人机端是以 Intel AI-BoxX 为核心的无人机控制系统。作为本作品进行目标儿童识

别和跟踪的执行端，它控制着飞机执行地图构建、路径规划、躲避障碍和儿童伴飞等动作。

无人机通过 4G网络与服务器端进行通信,获得服务器端下发的指令并周期性上送当前状态。

当服务器下发跟踪请求时，物联网模块自动开启 AI-BoxX 边缘计算平台电源并控制飞机起

飞飞往目标位置。到达目标位置以后，无人机通过摄像头获取目标位置图像信息，并对目

标进行搜索识别。无人机通过 OpenVINO进行算法加速，从而提高算法运算效能。 

2.2.2 儿童定位端 

儿童定位端通过儿童佩戴的可穿戴式 GNSS定位设备获取儿童位置信息，通过 4G（或者

5G）信号，将儿童的实时位置发送给服务器，为无人机执行任务提供了目标点。儿童判断

路上有人欺负自己，或者担心害怕时，还可以通过儿童定位端发送求救消息，从而通知无

人机到达身边进行伴飞。 

2.2.3 家长控制端 

以手机小程序为主的移动监控系统，一般由家长或者学校老师控制。家长可以看到无

人机回传的图像数据，了解无人机、儿童的位置等信息，可以给无人机发送指令，控制无

人机的起降等。无人机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条件下，在预设的程序框架下执行家长控制端的

指令。 

2.2.4 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主要承载着全局路径规划、数据交互和飞行调度等功能。它能够将家长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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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指令，根据服务器上的预设规则和全局 GIS 地图进行计算，然后将结算结果发送给无

人机进行执行，同时无人机传回的直播视频也通过服务器端发送给家长等用户，是数据交

互的中继管道。 

2.2.5 设计指标 

（1）充电电流 

更大的充电电流能够使得无人机更快完成电能补给。但是过大的充电电流容易降低电

池寿命，导致鼓包甚至爆炸。因此为了保护电池，电池应该恒流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应该

不低于 1A，不高于 2A。 

（2）图像识别帧率 

自主无人机需要对移动的儿童进行跟踪，更快的图像识别帧率有利于保持对快速移动

物体的跟踪，并且降低云台的抖动。因此，应该选择恰当的图像识别模型和计算框架，使

得图像识别帧率大于 15帧/秒。 

（3）目标识别尺寸 

无人机在空中进行跟踪伴飞时，飞行高度越高障碍物越少，规避障碍物做功越小、续

航时间越长。但是高度越高拍摄目标尺寸越小，因此系统应该能够识别到图像中的最小画

面比例应该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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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留守儿童无人机看护系统实现 

 

3.1 系统总体实现 

本作品由服务器负责调度无人机，协同家长端微信小程序和儿童端穿戴式设备，对佩

戴儿童定位设备的目标进行伴飞。家长端小程序采用 Javascript语言开发，运行于微信容

器中，用于险情发生时向家长提供免下载的无人机呼叫、跟踪航拍视频直播等功能。服务

器端采用 Python语言开发，负责基于 GIS信息进行全局路径规划、无人机调度、儿童端经

纬度信息收集等功能，将来还可以负责多无人机协同调度等功能。无人机系统基于 ROS 机

器人操作系统，采用 C/C++和 Python 开发，负责路径规划、导航避障、目标识别、目标跟

踪、自主充电等功能。系统总体流图 3-1所示： 

 

图 3-1 系统总体流程图 

留守儿童看护无人机采用了开源的无人机自动驾驶平台 PixHawk 4作为飞行控制平台，

负责无人机电机驱动和飞行控制。通过机载 Intel AI-BoxX 边缘计算平台，无人机具有了

较强的智能分析能力和障碍物识别能力。无人机使用了以碳纤维复合材料为基础的 H 型飞

行框架，具有结构简单、强度高、重量轻、载重大等优点，整机实物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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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留守儿童看护无人机实物图 

3.2 硬件设计 

3.2.1 部件选型 

（1）飞行相关部件 

飞行控制

平台 

 

Pixhawk4 是 Pixhawk 高级

自动驾驶仪系列的最新版本，采

用了目前最新标准的 32 位 ARM

处理器，基于 FMUv5 设计，搭载

了基于 NuttX的实时操作系统，

在自动控制方面有着出色的性

能、灵活性和可靠性。 

 

室外定位

模块 

 

采用了 ublox-NEO-M8N GPS定位

模块，该模块集成了三色 LED和

安全开关按钮，为无人机提供全

局位置。 

电源分配

板 

 

 

电源分配板为电机和电调

供电，并为飞控提供控制电调的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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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流模块 

 

 

px4flow，提高无人机空中定点

稳定性。 

 

电池 

 

采用 8000mah大容量电池，为无

人机上所有电气设备供电。 

电机 

 

朗宇电机*4 

高效率，结构稳定，重量

轻，每个电机可提供最大 2.5kg

拉力。 

 

电调 

 

朗宇 30A 电调*4.能够为电

机提供持续的稳定的电流以及

调节电机转速。 

 

 

 

 

 

（2）主要飞行载荷 

电 源

管 理

+4G+hub三

合一板 

 

本模块集成了

电源管理、4G通信

以及 USB 集线器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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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V 转

12V板 

 

 

本模块能够将

输入的 24V 转化为

输 出 12V ， 为

AI-BOX 和云台供

电。 

 

Intel 

AI-BOX 计

算平台 

 

AI-BOX 搭载 8

代酷睿 i3，内置

Movidius VPU，拥

有强大的算力，能

够进行边缘计算，

在无人机上作为无

人机的“大脑”。 

 

双目摄像

头 

 

小觅双目立体

相 机 ， 是 视 觉

SLAM 研究的优质

深度相机方案，通

过融合多种前沿技

术，可以适用于室

内外各种复杂环

境，使视觉 SLAM

算法的各项性能指

标得到提升，是无

人机的“眼睛”。 

 

云台控制 

 

stm32云台控制板 

本模块可自定

义编程，计算平台

可通过串口控制使

其产生占空比不同

的 pwm 波以控制云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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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轴

云台+运动

相机 

 

支 持 控 制 俯

仰，提供空中监控

画面。 

 

对 地

USB摄像头 

 

 

定点降落时获

取摄像头画面作特

征识别，以调整无

人机姿态。 

 

无 线

充电线圈 

 

为无人机提供

无线充电的功能。 

 

 

3.2.2 框架结构 

本作品无人机部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 H 构型机架，轴距 650mm，如图 3-3(a)所示。

相比于 X 构型而言，该结构更为简单、重量更轻、载重更大。在该机架基础上，结合无人

机的部件选型，我们设计了多层堆叠的无人机主体机构，用亚克力板加工后进行了试装，

如图 3-3(b)所示。相比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亚克力板加工方便、速度快、成本低，但是重

量较重、硬度较低。所以在进行结构验证后，我们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重新切割出了最后

作品的主体结构。 

 

  

(a) 无人机 H型机架 (b) 亚克力版本试装图 

图 3-3 H构型无人机机架图 

中间的主体部分在空间上分成垂直的 3层结构。 

第一层（第一层俯视图）主要放置了飞控、GPS 和电源管理以及分配相关的设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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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示。第二层（第二层俯视图）放置了 AI-BOX 以及云台控制板，第三层（第二层仰视

图）则主要放置了很多图像设备以及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如图 3-5所示。 

 

 

（a）实物图                                         （b）对应框图 

图 3-4 第一层俯视图 

 

 

 

 

 

 

 

 

 

 

 

 

(a) 实物图 

 

（b）对应框图 

图 3-5 第二层俯视图和仰视图 

3.2.3 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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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无人机采用 6节串联的 8000mAH锂电池供电，供电电压 22.2V-25.2V。无线充电

模块输出额度 27V 4A 电流，经过物联电源管理板（电源管理+4G+USB Hub 三合一）降压恒

流对电池进行充电。为了提高电池使用寿命，无人机还可以外接电池均衡板对电池充电进

行均衡。物联电源管理板采用 Luat 4G开发平台，在为 AI BoxX提供 4G通信能力的同时还

由额外的低功耗 CPU可以采用 Lua语言进行编程。Luat 4G模块使用电池供电，当无人机处

于低功耗模式——AI BoxX 关机时，Luat 4G模块保持与服务器通信，持续上送充电状态并

等待服务器控制指令。 

电源管理板通过 Pixhawk 配套的电源分配板将电池电流送到无人机电调和电机上，同

时通过 24V到 12V的 12安培 DC-DC模块为 AI BoxX和云台供电。而相机、摄像头、光流摄

像头、GPS模块等则由 AI BoxX、Pixhawk 4模块通过 USB等总线进行供电。 

 

图 3-6 电路设计框图 

无人机以 AI BoxX 作为决策核心，它通过 USB总线与运动相机、双目相机、Pixhawk 4

飞控、对地观测摄像头、云台等设备进行通信，由于 AI BoxX 的 USB 总数受限，我们通过

电源管理板上的 USB Hub额外扩充了 4路 USB。云台控制板采用 STM32F103作为微控制器，

将主板通过 USB发送的云台控制指令转换为周期 15ms、占空比 1/15到 2/15的 PWM信号。 

 

3.3 软件系统设计 

3.3.1 基于 ROS 的无人机软件系统结构 

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简称“ROS”）是一个适用于机器人的开源元操作系

统。它提供了操作系统应有的服务，包括硬件抽象、底层设备控制、常用函数的实现、进

程间消息传递以及包管理功能。它也提供用于获取、编译、编写、和跨计算机运行代码所

需的工具和库函数
[13]

。 

ROS是一种分布式处理框架。这使可执行文件能被单独设计，并且在运行时松散耦合。

这些过程可以封装到数据包（Packages）中，以便于共享和分发。ROS还支持代码库的联合

系统，使得协作亦能被分发。这种从文件系统级别到社区一级的设计让独立地决定发展和

实施工作成为可能
[3]
。 

我们使用的飞控支持外部 MAVLINK消息流代替遥控器控制，而 ROS中的 MAVROS 包则是

基于 MAVLINK 协议，能够让我们通过 ROS 消息来更简单地控制飞机。而且本作品无人机部

分还涉及到多个模块的组合使用，比如云台控制、降落标志识别、TCP通信、双目相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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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使用 ROS来实现对各个软件模块的管理也更方便。 

无人机软件架构如图 3-7 所示，在 Ubuntu+ROS 基础上使用了 OpenVINO 作为深度神经

网络的推理框架，并基于该中间件开发了基于 ROS 的自主无人机应用软件系统。OpenVINO

能够读入由 PyTorch训练生成的 ONNX模型文件，为图像分析、目标识别等人工智能算法提

供低功耗、高性能的推理服务。 

 

图 3-7 无人机软件架构图 

图 3-8所示给出了自主无人机的机器人操作系统中的节点关系图,主要包括主控制节点

(control_node)、对地摄像头驱动节点(usb_cam)、地面定位标志识别节点(recog_node)、

云台控制节点(yuntai_ctrl_node)、与后台服务器执行通信的 TCP 通信节点(tcp_node)、

局 部 路 径 规 划 和 避 障 节 点 (local_planner_node) 以 及 双 目 立 体 相 机 驱 动 节 点 

(mynteye_wrapper_node)。 

 

图 3-8 ROS 中的节点关系图 

（1）主控制节点（control_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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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节点是整个软件应用系统的调度核心，主要负责通过 mavros实现对无人机的控制，

可接收其余节点发送的控制消息并让无人机执行响应。 

mavros 是 ROS 和无人机的通信中介，能够发布无人机的各种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其控

制无人机。 

（2）对地摄像头驱动节点（usb_cam）： 

该节点驱动对地 USB摄像头，并将图像信息以 ROS消息形式发布。 

（3）标志识别节点（recog_node）： 

该节点获取对地摄像头图像，并通过 opencv识别降落标志，并反馈主要控制节点，使

无人机能够降落到标志中心，用于清除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形成的累计误差。 

（4）云台控制节点（yuntai_ctrl_node）： 

该节点控制二轴云台俯仰，辅助目标检测。 

（5）目标检测节点（detect_node）： 

该节点识别看护对象，并反馈给云台控制节点和主要控制节点，控制云台和无人机达

到最佳角度。 

（6）TCP通信节点（tcp_node）： 

该节点与服务器进行 TCP通信，实现服务器控制指令以及无人机反馈信息的传递。 

（7）避障节点（local_planner_node）： 

该节点获取双目相机点云消息，并通过改进的 VFH算法实现避障。 

（8）双目立体相机驱动节点（mynteye_wrapper_node）： 

该节点驱动双目立体相机，并发布点云消息，起到探测障碍物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静态的 tf坐标系转换节点，比如飞控到机架的静态映射、起飞点

到地图的静态映射、双目相机到机架的静态映射等。 

 

3.3.2 无人机室内起飞和控制 

无人机主要依赖卫星定位来获取全局的位置消息，从而保证无人机在空中的稳定性。

采用农村闲置房屋作为无人机机库，则无人机起飞时环境中没有 GNSS信号，此时需要另外

的信号来代替卫星定位为无人机提供一个外部位置观测源。 

光流（optical flow）是空间运动物体在观察成像平面上的像素运动的瞬时速度。它

可以在无 GNSS的环境下实时检测飞机水平移动距离，实现对无人机长时间的稳定悬停。光

流摄像头拍摄无人机垂直向下的画面，输入光流主板，主板通过光流悬停智能算法进行光

流计算，从而获取无人机位移信息，并转化为悬停控制指令，悬停控制指令通过 I2C 输出

给飞控，以便控制飞机水平移动距离，达到悬停的目的。 

本项目中选用的是 px4flow光流加声纳模块，如 3-9所示，模块可实现在无 GNSS场景

中对无人机的稳定控制，除此之外，由于起飞时更需要注意无人机周围障碍物，所以避障

模块在起飞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图 3-9 px4flow光流加声纳模块 

无人机在农村闲置房屋中起飞时，ROS系统中各个模块之间的信息流如图 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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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无人机室内起飞时各模块数据流图 

 

3.3.3 无人机精准降落与自主充电 

为了让无人机能够通过无线充电线圈进行充电，无人机必须精准地降落到指定位

置。我们设计了基于中心点定位和方向识别的算法来对无人机降落的中心点和方位进

行控制。 

为了能够分辨地面中心点和方位，我们设计了如图 3-11所示的地面标志。图标中

心点为降落中心点，红色部分的方向是降落后飞机的朝向。 

 

图 3-11 无人机降落位置及方向标注 

为了识别出中心点，我们设计的中心点识别算法如下： 

1. 首先把图像转化为灰度图，然后二值化，再提取轮廓。把所有的矩形提取出来。 

2. 过滤掉面积太小的矩形后，利用 Ramer–Douglas–Peucker 算法
[9]
对点集进行多边

形逼近。然后过滤掉非四边形与非凸形。然后可以得到所有的矩形，并且算出它们的中心

点。 

3. 对矩阵中心进行聚类，并且选出点数最多的类。 

4. 如果点数大于 2，即检测成功，中心点的平均值即是结果。 

为了识别出红色区域的方向，我们设计的方向识别算法如下： 

1. 首先把红色部分过滤出来，结果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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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方向识别算法中过滤红色区域结果图 

2. 对结果进行一次膨胀，消除噪音。 

3. 提取边缘，然后利用 Hough变换
[10]

找到所有的直线和它们的极坐标方程。。 

4. 然后找到所有的平行直线。。 

5. 找到平行线后，我们还不能直接确定此标志的方向，比如图 3-13展示的两种普遍的

情况。 

 
图 3-13 无法确定方向举例图 

所以我们根据直线的方程和中心点识别算法找到的中心点的坐标来辨别。 

假设直线的方程是 y=ax+b,中心点的坐标是(x0,y0)。把中心点代入直线方程中，如果

ax0+b>y0，则点在直线的下面，对应左边的图的情况；如果 ax0+b<y0，则点在直线的上面，

对应右边图的情况。 

6. 然后把角度转化到 0到 360度的范围内，即为最终结果。 

在将中心距和偏离角度以 ROS 消息的形式反馈给主要控制节点后，主要控制节点通过

计算各个方向的调节速度，进行不断的修正。而计算调节量的算法就是大名鼎鼎的 PID 算

法。PID控制算法全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其算法简单、鲁棒性好和可靠性高，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过程控制。在本项目中，PID算法的主要作用是能够让无人机更快地调节至中心点，

并且减轻甚至消除无人机最后在中心点附近不断的震荡。 

在无人机精准降落到指定地点后，指定地点上的无线充电设备开始工作，开始给无人

机充电。 

3.3.4 基于 GIS 无人机路径规划 

在无人机的上升阶段，要克服重力做功，这个耗电最多。为了完成路径规划的任务，

并且适应无人机的功能特点，最少地消耗能源，我们设计了一个路径规划算法，其基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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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在上升的时候，以无人机最大上升角的斜线上升，当遇到谷地或者比当前高度低的不

下降，除非超过限高。具体步骤如下： 

1. 先把起点和终点维度和经度转换成对应 GIS 图的坐标。 

2. 利用 Bresenham算法
[11]

把对应直线的点提取出来。 

3. 假设无人机最大的上升高度角为 45 度，gis 的一个格子长度为 15 米，在这些点中

从起点向终点运动，设 pre_max 为当前飞机的高度。设第 i 个点的高度为 hight[i]，当

hight[i]>pre_max 时，至少应该倒退到 math.ceil((hight[i]-pre_max)/tan(45°))个格

子起飞。若果已经倒退到起点或者后面是山等不可再退回的情况，设这点为 j，要在 j点上

升 hight[i]-pre_max-15*(i-j)*tan(45°)。然后可以得到这两个点之间的点的高度： 

 
图 3-14 无人机飞行航点示意图 

图 3-14 中，两个蓝色的点分别为 j 和 i，红色点为经过的中间点。然后把这些点的高

度记录下来，得到的路径如图 3-15所示： 

 
图 3-15 路径规划高度与实际对比示意图 

4. 经过此步骤，有很多不需要的点，例如平的一系列点。然后我们要把关键点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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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坦点上，相邻两点在不超过 900 米的情况下，两端的点，若果超过 40 个格子(最差情

况:900/(15√2)=42，为了方便，取 40)，便补充一个格子。 

5. 然后把这些点对应的经纬度和高度加入 mission_items，即得到一系列规划的点。 

3.3.5 无人机避障系统设计 

为了让无人机有更高的自主性，那么让它能够主动地去感知周围就变得十分重要，我

们选择的感知传感器是相对来说重量更轻，成本更低的双目立体相机。比起双目深度相机

来，双目立体相机在强光环境下表现更好，在光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鲁棒性也更高。 

双目相机的原理与人眼相似。人眼能够感知物体的远近，是由于两只眼睛对同一个物

体呈现的图像存在差异，也称“视差”。物体距离越远，视差越小；反之，视差越大。视

差的大小对应着物体与眼睛之间距离的远近。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双目相机获得无人机周

围不同距离的障碍物的点云来实现无人机的自主避障。无人机双目相机实际拍摄点云如图

3-16。 

 

图 3-16 无人机点云拍摄示意图 

由于本作品中无人机需要实现长距离的移动，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全局地图需要庞大的

存储空间和计算消耗，所以优先考虑无人机局部避障。 

本作品使用了 avoidance 的 ROS 包来实现局部避障的功能。该 ROS 包实现的避障算法

是纯局部的 3DVFH算法，只需要双目立体相机的 3D点云消息而无需构建全局地图，并采用

一种轻便的存储策略来避免局部规划的固有问题。 

根据裁剪后的点云信息，算法构建一个如图 3-16所示的二维极坐标直方图。对于裁剪

后的点云中的每个 3D点，将计算相对于无人机位置的方位角和俯仰角，然后将该点放置在

相应的极坐标直方图中，每个栅格保存有多少 3D点落入其扇区。通过将每个像元中的点数

与阈值进行比较，可以将原始极坐标直方图转换为二进制极坐标直方图。为了考虑无人飞

行器的大小以及到障碍物的最小距离，占用单元周围安全边界内的直方图单元也被认为是

占用的，该安全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障碍物距离。  

然后针对直方图中的所有空闲单元利用成本函数进行评估。成本函数包含目标方向项

和平滑项。目标方向项将评估的方向与目标方向进行比较。平滑项将评估的方向与上一个

选择的方向进行比较。成本最低的直方图单元将被选作移动方向。在没有障碍物比如高空

的情况下，直方图仅由未占用的单元格组成，并且允许无人机更快移动。直接选择通向目

标的路径，而不是从直方图确定目标，这能够减少大量的计算时间，因为不需要评估每个

空闲单元的成本函数，并且有助于避免离散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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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局部路径规划原理示意图 

3.3.6 基于目标检测的儿童跟踪 

我们采用目标检测领域最新的 Yolo V5 算法
[12]

进行目标检测，它是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回归方法，特别适合小目标检测，具有速度快、使用灵活等优点。它有 s、m、l、

x 四个版本。Yolov5s网络最小，速度最少。我们选择了 Yolov5s，它的结构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YOLOV5s 结构图 

Yolo V5发布的预训练模型是基于 COCO数据集的训练结。COCO数据集是一个大型

的、丰富的物体检测，分割和字幕数据集。这个数据集以场景理解为目标，主要从复

杂的日常场景中截取，图像中的目标通过精确的分割进行位置的标定。图像包括 91类

目标、32 万影像和 250万个标签。该数据集所涉及的场景主要是正常采集拍摄的图片，

缺乏空中拍摄场景的样本，因此对于空中远景拍摄的小目标识别效果非常差。 

为了提高识别精度，我们采用 Yolo V5 算法对模型进行了重新训练。为了适应无

人机的视角，我们使用了 VisDrone2020 目标检测挑战赛的数据集，并且采用 PyTorch

框架在 1920x1920 像素尺寸训练了一个 yolov5s 模型。训练结果如图 3-19所示，采用

Yolo v5在 VisDrone2020数据集上有很好的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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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VisDrone2020 数据集训练结果 

然后把 pytorch 的模型转化为 onxx 模型，再转化为 openvino 的 IR，最终部署到

openvino，整个流程如图 3-20所示： 

 

图 3-20 采用无人机数据集的 Yolo V5 模型训练和使用过程 

我们把模型部署在无人机上面的时候，使用 1080x1920 的相机进行拍摄，为了增加检

测准确率，特别是小目标的。我们把尽量大的图像输入到神经网络，所以我们把图片 resize

成 1024x1024，然后在输入给网络。 

在使用 openvino进行推理时，为了提高 VPU的使用效率，我们使用异步请求推理来最

有效地利用 HDDL-R8的资源，异步推理完后，通过回调函数把结果取出来。具体实现如下： 

首先设置请求数：作品使用了 8个 VPU，为了最大利用 VPU效率、控制推理延迟，我们

设置请求数为 16个，同时用一个请求队列来记录空闲的请求。把所有请求编号加入请求队

列进行初始化。然后打开摄像头读取图片，同时从请求队列取出第一个元素，把图片放入

对应对应请求的 blob中，设置好回调函数并且开始异步推理。使用异步推理有这样的一个

好处：不必等待这个请求推理完再进行下一个请求，可以在发起推理请求后进行下一个推

理，这样便可以并行处理，充分利用上了 HDDL-R8的优势。 

当一个推理请求完成推理时，就会调用回调函数，我们在回调函数中处理结果，并且

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找出要跟踪的人： 

作品根据无人机的 GPS 以及与跟踪对象的相对高度，得到目标对应无人机的方位角，

然后根据三角关系算出云台应该调的角度。这样目标就在摄像机的视野中心了。进行目标

检测后，找出所有的行人和人，然后按照欧氏距离选出它们离中心点的距离，找出离中心

点最近的那个人，这个人即是我们要跟踪的人。并以目标点为中心，切割出一个 480x640

的图像视频通过 FFMPEG 以 RTMP 直播流形式推流到家长端。如图 3-21，右图红色框框内的

即是要推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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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目标识别跟踪和截图推流原理 

然后当这个人移动时，只要调整无人机的运动和云台俯仰角，让整个视野的中心点保

持对着目标点即可完成跟踪。 

 

3.3.7 家长远程监控客户端 

在家长远程监护端的设计中，本作品充分考虑到了家长使用的便捷性，使用国内生态

完善的微信小程序设计了客户端。通过集成地图操作控件和视频推流控件，使家长可以实

时查看无人机与儿童的位置，并观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同时本作品加入了云函数通信功

能，达到与服务器端实时交互。并且使用了一套简洁的 UI使得家长可以通过按钮对无人机

进行简单操作。 

（1）地图控件 

根据微信开发文档，在程序中加入 map 组件，既可以在小程序中加入地图。通过设置

market，并通过“translateMarker”api 可以完成无人机与儿童坐标的实时显示与刷新。

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 

 

图 3-22 小程序地图控件 

（2）视频推流控件 

根据微信开发文档，在程序中加入 live-player 组件，通过 live-player 提供的

“play”,”stop”api，即可以接收或关闭 rtmp推流。同时本作品使用 RTC模式接收推流

能够有效减少时延，保证视频推流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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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小程序视频控件 

（3）云函数通信功能 

本作品通过微信小程序的云函数与服务器端进行 http通信，不断请求无人机与儿童的

GPS。完成上述地图监测功能。 

（4）UI界面 

小程序整体 UI如下：家长可以通过“选择学生”按钮，在如下界面。选择自己的学生，

并在地图上查看学生与飞机的实时位置位置，同时还可以观察无人机的实时视频。有一定

经验的家长可以输入高级指令更进一步控制无人机。 

 

图 3-24 小程序 UI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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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通信协议设计 

 

在管理端或小程序端和服务器通信，服务器与无人机通信的部分，使用 TCP 协议进行

通信。 

在 TCP 的基础上设计我们的指令格式，小程序端和管理端发给服务器的指令有三种：

'takeoff', 'land', 'goto', 'mission', 'arm', 'kill', 'detect'。分别代表起飞，降落，飞到指定点切换到

mission 模式，kill 关闭无人机的电调电源，开始目标检测。 

各个指令的功能和参数描述如下： 

takeoff 

控制飞机的起飞，飞到指定高度 

参数： 

要飞的相对高度，默认值：10m 

例子： takeoff 5 

land 

飞机降落 

参数： 

不带参数为默认降落 

x(可选)定点降落 

goto 

飞到指定 GPS 坐标的点 

参数： 

维度：指定点的维度 

经度：指定点的经度 

高度(可选)：相对高度 

例子：goto 28.144182638 112.945472 10 

mission 

调用 GIS 路径规划算法进行规划，规划到指定点，并且按照规划好的路线进行飞

行。 

参数： 

纬度：指定点的纬度 

经度：指定点的经度 

start：开始执行 

例子：mission 28.144182638 112.945472 

misstion start 

detect 

进行目标检测。并且控制飞机进行跟踪。先根据目标点和飞机的 GPS 和高度调整

无人机和云台，再利用目标检测算法进行检测和跟踪。 

参数： 

目标的 GPS 信息 

例子： detect 28.00 112.00 

从飞机端发给无人机端的指令有： 

为了测试无人机网络是否正常，我们每秒钟发送一个’#’给无人机，作为心跳包，如果

无人机超过 10s 没有接收到心跳包，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尝试重连，返航等。要发给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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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指令是在’#’后加一个空格再加要发的指令，然后再发给无人机。例如管理端发 takeoff

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后就给无人机发”# takeoff”。无人机接收到指令后，先判断’#’之后

是否有指令，如果有，则提取出空格之后的指令。 

 

3.3.7 服务器软件结构设计 

 

 

图 3-25 服务器软件结构示意图 

服务器端与小程序，学生端，管理端，飞机端的通信示意图如上图所示。 

为了保持各程序的独立性，服务器的功能分别由 pose.py，server.py两个程序担任。

程序 pose.py负责获取学生设备的信息，例如姓名，GPS坐标等。并且负责与小程序通信，

处理小程序要查询的学生信息，并且把学生信息如 GPS 坐标等返回给小程序端。传达小程

序端发给飞机的命令。 

程序 server.py 负责处理来自 pose.py 和管理端的指令和进行 GIS 路径规划，处理指

令，把处理后的指令发给飞机。并且可以获取飞机的 GP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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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测试 

4.1 系统测试方案与测试设备 

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无人机各个功能模块进行全方面的测试，观察是否能达

到目的效果。 

测试设备： 

阿里云服务器一台 

自行组装的无人机一台 

监控无人机状态的笔记本地面站一台 

降落识别的标志一个 

无线充电发射端一个 

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无人机遥控器一个 

4.2 实现功能测试 

（1） 定点降落 

定点降落测试主要是测试两个功能，能否识别到标志以及无人机能否进行姿态

调整。测试指标：识别标志的准确率（能否得到中心距及偏离角度），无人机

最终落地无线线圈中心偏移。 

程序运行过程及对地摄像头实时画面截图 

 

图 4-1 无人机找到降落标志 

 

图 4-2 无人机调整好降落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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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无人机精准降落在充电线圈上 

（2） 目标检测与跟踪 

测试时以空中视角的视频为测试素材，通过运行检测算法，观察目标检测准确

率和返回的数据的准确性。 

 

图 4-4 空中视角的目标检测测试图 

（3） GIS路径规划 

通过给定起点 GPS 和终点 GPS，通过运行算法，观察实际规划结果以及生成航

路点的合理性。 

 
图 4-5 基于 GIS全局规划俯视图 

（4） 无线充电 

主要测试无线充电效率以及线圈偏离对充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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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无线充电实测照片 

（5） 小程序 

测试小程序各个功能及其稳定性。 

   

图 4-7 小程序各个功能测试 

 

4.3 测试数据和结果分析 

（1） 定点降落 

经过若干次降落测试，得到数据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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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次数 识别到降落标志中心距的平均高度 识别到降落标志偏航角度的平均高度 落地无线充电线圈中心偏移 

8 3.2m 1.6m 2.6cm 

我们发现定点降落效果比较稳定，但是仍然有优化的余地，比如识别到偏航角度的平

均高度远远小于识别到标志的平均高度。另外，落地后飞机有时会弹起，从而导致偏离变

大，这个可以通过进一步调整降落速度来改进。 

（2） 目标检测与跟踪 

在 Visdrone 数据集上的测试集测试结果： 

精确度 召回率 mAP@0.5 mAP@0.5:95 

0.383 0.664 0.54 0.319 

在布署到 HDDL-R8上面后，把摄像头得到的 1080P图像 resize到 1024x1024，

得到以下结果： 

目标检测平均延时 目标检测平均帧率 

0.53s 18.5 

资源占用率： 

 

图 4-8 HDDL-R8 资源占用率 

通过实现异步推理，成功将刚开始单请求推理的 1.5 帧每秒的速率提升到了

18.5帧每秒，而且平均延时也仅有 0.53s，是在可以接受的延迟范围。 

（3） GIS路径规划 

 
图 4-9 基于 GIS全局规划高程变化图 

为了让无人机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无人机会尽量飞直线，所以在 GIS 路径规划阶

段为无人机规划的主要是高度。从上图可以看出，算法规划的无人机航点的疏密以及

高度和实际的地形图是对应的。地形较平缓的地方，航点比较稀疏，地形变化较剧烈

的地方，航点比较稠密。为了减少无人机能量的损失，对于一些未超过限飞高度的地

方，无人机选择不降低高度飞过。 

（4） 无线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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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无线充电变化图(横轴时间，纵轴百分比) 

在无线充电线圈中心对准的情况下，无人机电池从 40%到 90%只花了 4200s

（70min），可见无线充电的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下表是在对一块电压为 23.2V的电池充电时的无线线圈中心偏离距离与接收线

圈的电压对应关系。 

无线线圈中心偏离距离（cm） 接收线圈电压（V） 

0 25.66 

1 24.18 

2 24.08 

3 23.82 

4 23.30 

由此可见，若要能够高效地对电池充电，那么线圈的偏离距离最多不超过 2cm。 

（5） 小程序 

经过测试，小程序各个功能正常，只不过在一些涉及到对无人机控制的功能上，

还需要考虑一下权限以及无人机是否空闲的情况。 

4.4 系统特色 

本作品在 Intel AI-BoxX 边缘计算平台的基础上，基于 OpenVINO 深度学习视觉应用开

发工具套件，针对留守儿童野外看护问题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在野外山区高速移动、智能识

别、跟踪伴飞的无人机看护系统。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色： 

1）该套系统通过儿童穿戴式定位设备采集和跟踪儿童位置，在儿童遭遇险情或监护人

判断可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呼叫无人机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目标识别和跟踪，从而吓

阻危险人员，尽最大的可能保障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2）系统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机身无人机，结构紧凑、简洁、轻盈，由机载 AI BoxX 边

缘计算平台直接对视频、点云、雷达、光流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飞行响应更加敏

捷；由于本作品无人机的主要决策行动在机载计算机上完成，基本飞行操控无需地面站干

预，对通信环境适应性更加普适。 

3）考虑到智能无人机飞行高度较低、距离较远，飞机采用机载 4G通信技术与云端直接

通信，且 4G通信卡采用 PCB贴片封装形式，通信连接可靠，能够摆脱地面站与无人机的距

离限制，规避高山对地面站信号遮挡的问题。由于无人机通过 4G物联网技术连接到了云端

后台，通过后台能够发起开机、起飞、目标跟踪、返航充电等指令，为作品实际运行时进

行多无人机接力跟踪、覆盖巡逻等功能提供了可能。 

4）系统采用点云和光流作为 GNSS定位数据的有效补充，能够在普通室内稳定进行飞行

起降活动，因此能够利用现在农村地区大量闲置房屋作为无人机机库，并且飞机使用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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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充电技术进行自主充电，运行期间无需人工运维，大幅降低了无人机运行和维护成本。 

5）采用最先进的目标检测算法，使用专门的无人机目标检测集 Visdrone 2020 重新训练。

同时利用 Intel AI-BoxX 平台 HDDL-R8 巨大吞吐量的优势，使用多请求异步推理，实现推

理并行化，最终在 1024x1024 的输入图片上帧率达到了 18.5。检测速率和小目标检测率都

达到了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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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农村地区学校由于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

关爱常常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监护不力、儿童防护能力弱，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

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 

本作品使用 Intel AI-BoxX 作为机载边缘计算平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留守儿童

的安全看护问题设计了一个无人机系统。该系统由智能无人机端、执行飞行调度的服务器

端、具备定位能力的儿童穿戴式设备端以及家长小程序端构成。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农村

地域广袤、工程技术人员匮乏、经济发展落后这一现状，智能无人机系统采用 ROS 操作系

统，配备了无线自动充电技术，采用双目摄像头采集深度点云信息以及光流摄像头观测对

无人机运动和外部环境进行观测，能够在农村闲置房屋内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降和充电动作。

为了解决无人机在山区飞行的路径规划问题，系统在服务器上存储了卫星高程地图数据，

发现儿童具有危险时，服务器会根据卫星高程地图信息规划无人机的全局飞行路径，迅速

抵达儿童附近进行伴飞，吓阻危险人员接近，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通过对自主起飞、全

局规划、远程控制、人员跟踪、精准降落、自主充电等功能的测试，验证作品实现了设计

的主要功能。 

本作品能适应农村复杂多变的地形环境、通过 4G/5G 通信网络进行远程操控和管理、

利用农村闲置房屋降低运维成本，通过空中监控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看护。作品

探索了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解决留守儿童家庭和社会协同看护、预防留守儿童安全事故

发生的新方案，希望能为我国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点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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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程序清单 

 

 

 

无人机（ros） 云台控制板（stm32） 服务器部分 

mavros_ctrl.launch 

land_mark_recog.msg 

common.py 

control_node.py 

detect_node.py 

mavros_driver.py 

recog_node.py 

tcp_node.py 

yuntai_ctrl_node.py 

local_planner.launch 

gpio.c 

main.c 

stm32f1xx_hal_msp.c 

stm32f1xx_it.c 

system_stm32f1xx.c 

tim.c 

usart.c 

gpio.h 

main.h 

stm32f1xx_hal_msp.h 

stm32f1xx_it.h 

system_stm32f1xx.h 

tim.h 

usart.h 

server.py 

pose.py 

Yolov5模型训练、测试、部

署和推理部分 

4G模块 小程序 

train.py 

coco.yaml 

yolov5s.yaml 

test.py 

run_export_onnx.sh 

run_convert.sh 

yolov5_main.py 

common.py 

best.pt 

gpio_27_main.lua 

gpio27.lua 

app.js 

app.json 

app.wxss 

weui.wxss 

guide.wxss 

testtable.js 

testtable.json 

testtable.wxml 

testtable.wxss 

maintable.js 

maintable.json 

maintable.wxml 

maintable.wx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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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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