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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面向物流的多源感知网络部署与传输技术及其应用
完成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项目简介：
一、项目的研究意义
当前，多源感知网络在行业应用中存在如下问题：
1） 感知设备部署形式单一，缺乏对空间环境的适应性且终端定位精度低开销大；
2） 数据收集方式简单，网络健壮性较弱，数据收集的时空效率较低且能耗高；
3） 路由无法兼顾网络服务质量、密钥存储空间、数据优先级差异化；
4） 未实现一个面向不同规模应用的统一软硬件平台。
为此，本项目旨在为多源感知网络提供一种多维、低冗的部署方法和实时、高精度定
位策略，同时实现高能效数据收集与信息获取，并由此构建基于泛在编址的安全传输系统，
推动多源感知网络在智慧物流和智能交通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二、主要科技内容及技术创新
1） 发明了一种低冗余的多源感知网络多维空间部署方法；
2） 实现了一类静-动结合的高能效数据收集策略；
3） 设计了一套基于 IPv6 的安全路由机制及基于位置隐私的延迟容忍数据传输方法；
4） 构建了一个多源感知网络软硬件集成平台，将系统拓展至智能交通、冷链物联网、海
关物流等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技术指标
1）节点单跳达 1.0km，最多可支持 65535 个节点同时组网，支持多种软硬件编码方
式；标签传感设备可在 433MHz、920MHz 与 2.4GHz 频率间自由切换；电子关锁可实现近 100
米的无线通信，支持 125 个频道和 GFSK 调制方式，最高传输速率达 1Mbit/s；2）多源感知
网络部署与覆盖增强方法可适用于多种空间环境；定位实时性强、精度可达厘米级；3）基
于优先级的 IPv6 安全传输方法可支持 4 种优先级、3 种优先程度、18 种隐私转换规则，密
钥长度为 256bit；4）基于分组的多源感知网络密钥分配方法中，不同分组采用不同的对称
多项式，每个多项式应用次数不超过 t-1 次，解决了密钥更新和网络规模的限制；5）基于
多重二叉数据收集树结构和最小连通支配集方案，使网络具备了高鲁棒性的数据收集能力

和大规模部署下的强自愈能力；6）基于内外区域划分技术和“静、动结合”的数据收集机
制，网络实现了高实时性且确保吞吐量均衡的多源感知数据交互。
四、技术成果
1）发明专利申请 35 项，授权 21 项，专利许可 1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 2）论文 150
余篇，SCI/EI 收录 122 篇，出版论著 4 部，合计被引 783 次；3）科技查新报告 4 份，检
测报告 1 项。
五、应用推广及经济效益
1）本项目所发明的多源感知网络部署与传输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智能交通、海关、
冷链物流等重要领域；基于发明点 2 和 3 的海关智能卡口系统在江苏海关普及率达 98%，在
全国超过 80%的海关中使用；基于发明点 1、4 的智能交通系统在全国推广面达 85%。南京
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海关总署认定为《海关智能卡口系统》总集成商；江苏省精
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2015 年中国冷链物流“金鼎奖”暨最佳用户口碑奖。
2）产品成本控制得当，投入产出比值低，基于核心发明的技术应用，近三年累计实
现了新增利润 10.5 亿元，实现税收 1.79 亿元。
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技术发明中的多源感知标签传感网和智能关锁在江苏智运科技发展公司、重庆
寸滩港、厦门市保税物流园区等物流单位广泛使用；本项目所设计与实现的多源感知网络
部署与传输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相关应用单位包括：江苏瑞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沿海高速公路、浙江诸永高速路段、广西灵峰（桂粤界）至八步高速路段、和安康至毛坝
至陕川界高速路段等；本项目中的多源感知网络数据收集技术及集成化开发平台在福州兴
宏达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冷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冷链企业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部分
应用单位情况如下表所示。

具体应用可阐述如下——
[应用一] 基于多源感知和实时定位技术的智能交通应用：智能交通治安卡口基于无线
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电子车牌(RFID信息采集)、图像识别及处理和无线通信等技术，综合
抓拍道路行驶车辆的高分辨率图像；利用部署在卡口的多类型感知节点的空间自组成网，
可实现对车辆的实时定位和跟踪；通过RFID技术能正确、高可靠辩识车辆；利用IPv6安全
路由技术，可实现交通信息的实时上报。同时，利用本项目自主研发的多源感知无线传感
网中间件平台软件，实现了对交通流量监控节点和多源感知网络的全面调度，应用场景见
图1。

图1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交通流量监控系统及其中间件平台
[应用二] 多源感知网络泛在编址与安全传输技术在医疗冷链方面的使用：主要包括
疫苗全冷链温控智能终端产品和疫苗安全监控云平台两部分组成。具有多媒体信息采集、
传感、通信、控制、云计算等功能，通过疫苗全冷链温控智能终端产品，基于多类型感控、
容器虚拟化等核心技术，构建安全监控云平台，对疫苗及药品生产、存储、运输、销售全
冷链安全进行监测、预警和控制，通过海量节点的低时延通信机制和远程控制协议，实现
各类智能终端产品无缝接入，为疫苗及药品企业、制冷行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各类冷链
PaaS（平台即服务）和 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主要给生产医疗柜的企业配套智能终端
产品及其平台服务。产品配备在北京雪冰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

等多家医疗柜和医疗冷藏箱上实现药品全流程品质控制、追溯与监管。应用场景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冷链药品物流系统
[应用三]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多维空间部署技术在食品冷链使用：采用一体化智能多
媒体传感器实现运输、贮藏各环节信号的测量，包括环境温度、湿度，仓储系统的电流、
电压、压缩机的压力、运输环节的震动、倾斜、位置轨迹、车门及库门开关的检测等。通
过系统的诊断实现对储运各环节的自动控制，实现冷链物联网分布式平均动力学温度的自
动监控。产品配备在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西安迎龙制冷有限公司等多家食品
展示柜、商超柜及冷库里，对整个食品冷链环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从运输、贮藏、
到销售的全过程始终处于自动化控制，打造出“从源头到终端”的全程多环节的冷链监控
体系，做到“源头有保障，全程有冷链”，软件界面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食品冷链系统软件
[应用四]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移动数据技术的冷藏车冷链系统：以“CAN总线车载终端、
无线通信网络、云计算平台”三大要素为核心，应用“车联网”和“云技术”等科技手段，
实现车载冷链物流全程实时控制管理。CCMS开发和市场推广，提升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
案和服务的能力。产品直接放到冷藏车内，无需额外安装，集冷链信息化管理多重功能于
一体，不仅确保冷链物流各环节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实时性，同时兼具了99%可访问时
间、随时可扩展定制化、按需使用成本低廉、在线升级等云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如图4所示。

图 4 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冷藏车冷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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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出了标签传感网的设计方案。对发明点 1、2、4 做出了重大创造性贡献。发表与本项目
相关的论文、专著 50 余篇（部），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 8 项，获得与本项目相
关的发明专利申请 18 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黄海平
排名：2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完成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领导研发了基于多源感知网络的城市智能交通应用系统，完成了其测试验证与推广应用
工作。领导研发了基于 IPv6 的多源感知网络安全路由技术与网络安全密钥管理技术。领导研
发了基于全 IP 编址的泛在感控网络组网与多跳信息传输系统，重点对其适配层的协议转换机
制进行了测试与验证。对发明点 1、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发表同本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 30
余篇，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近 10 项，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 12 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沙超
排名：3

技术职称：副教授

工作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完成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领导研发了多源感知网络数据收集技术及拓扑自愈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领导实现了 IPv6

over WSN 的泛在设备组网与编址体系架构。协助研发了多源感知网络软硬件集成开发平台。
构建了基于 ZigBee 的保障 QoS 的多跳多路径传输系统，并实现了其在冷链物联网、智慧海关
物流等领域的应用。对发明点 2、3、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发表同本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得同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 4 项，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 7 项。曾
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王汝传
排名：4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完成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领导研发并构建了面向多源感知的标签传感网，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冷链物联网物流配送
系统中，实现了基于矢量和标量混合感知及 WSN 与 RFID 混合传输的了冷链环节物流监控、信
息通告等功能。协助研发了多源感知网络组网与编址测试验证，协助研发了面向泛在感知环
境的智能电子关锁，实现在海关龙门架的布署和运维。对发明点 2、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发
表与本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得同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 3 项，获得与本项目
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 5 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梁彪
排名：5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领导研发了多源感知网络中的超高频 RFID 电子标签技术规范和空中接口协议，根据
ISO/IEC 18000 6C 协议开发了超高频 RFID 芯片 QR2235；在开发过程中重点开展了超低功耗
模拟电路设计研究、超低功耗数字基带电路设计；同时，为了降低芯片的成本，对芯片面积
进行了优化；在芯片设计过程中还开展了数据加密和安全认证技术研究。电子关封产品规模
生产时，负责其测试需求和芯片测试技术的可靠性研究。对发明点 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
得同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 3 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李超飞
排名：6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领导研发了基于多源感知网络部署与传输技术的冷链物联网前端感知设备和综合信息处
理平台，领导构建了面向冷链物流的云监控平台。协助研发了无线传感网和无线多媒体传感
网软硬件集成系统平台，设计了基于 Agent 的无线多媒体传感网中间件软件，协作完成了基
于泛在感控终端的无源感知系统的调试与测试。对发明点 2、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