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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关键词 老人定位，电子站牌管理，小孩定位，车辆定位，人员管理 

简介 
广州万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老人
小孩定位管理，定时监控老人小孩的行踪，记录老人小孩的移动
轨迹，确保乘车安全。 

发布人 广州万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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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背景 

许多家长白天上班无法送小孩上学导致老人带小孩或者小孩自行出门上学日益增多，同
样，随着我国老龄化的持续深入，城市的物质空间与老年人出行需求愈发的激化，使得老年
人出行距离与成本增加，由此老人小孩的出行安全问题给家庭带来不少难题。一般来说，在
公交站处都安装了电子站牌，电子站牌主要用于车辆的预报和到站信息显示，为乘客提供候
车到站预测、车辆到站提示和相关信息发布的服务。 

广州万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老人小孩的出行问题，结合无线通信技术及电子站
牌，开发出“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 

二、 应用需求介绍 

 
图 1 电子站牌布局应用图 

为更好解决此类问题，万物信息科技根据用户需求，结合无线通信技术及电子站牌，研
制了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如图 1 所示。 

1. 标签定位 
将标签的 ID 号码与老人小孩相关信息绑定录入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标签经过

定位基站时，定位基站上传标签信息到服务器。 

2. 轨迹管理 
系统根据定位基站上传的位置信息，绘制老人小孩的移动轨迹并在地图上显示，可以实

时查询老人小孩的最新位置。 

3. 设备管理 
系统登记定位基站的具体位置，对定位基站的位置信息及状态进行管理，及时处理定位

基站的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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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说明 

 
图 2 定位基站安装图 

在电子站牌中合适的位置安装定位基站，定位基站在电子站牌上取电，系统可通过登记
电子站牌的经纬度，并且准确记录老人小孩的移动轨迹。其安装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四、 设备介绍 

1. 定位基站 

 
图 3 定位基站三视图 

如图 3 所示在每个电子站牌中安装一个定位基站，用于接收半径为 100 米范围内标签
发送的信息。定位基站在电子站牌上取电，通过 4G 网络与服务器通讯，实现对老人小孩的
实时监控。另外，定位基站带有超远距离通讯模块，可拓展实现超远距离的应用场景。 

2. 智能手环 

 
图 4 智能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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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老人佩戴智能手环，智能手环定时发送自身信息，信息传输范围可达 100
米，经过电子站牌时，定位基站接收到智能手环发出的自身信息，并转发定位信息至服务器，
在系统软件地图上形成轨迹信息。智能手环正常工作时间可达 6 个月，使用时间到期时系统
会提前发出提示管理员，管理员及时提醒监护人更换电池。 

3. 校卡 

 
图 5 校卡 

如图 5 所示，采用环保低功耗设计，内置锂电池供电，使用超声波密封技术，外壳防水，
四周采用菱形设计，小巧精致。小孩佩戴校卡，校卡定时发送自身信息，信息传输范围可达
100 米，经过电子站牌时，定位基站接收到校卡发出的自身信息，并转发定位信息至服务器，
在系统软件地图上形成轨迹。校卡的外壳尺寸 86mm×52mm×21mm，使用时间可达 2 年，
校卡处于低电状态时，系统会提前发出提示管理员，管理员及时提醒监护人更换校卡。 

4. 定位鞋子 

 
图 6 定位鞋子 

如图 6 所示，定位鞋子具备定位功能，定位鞋子定时发送自身信息，信息传输范围可达
100 米，经过电子站牌时，定位基站接收到定位鞋子发出的自身信息，并转发定位信息至服
务器，在系统软件地图上形成轨迹。定位鞋子正常工作时间可达 2 年，定位鞋子处于低电状
态时，系统会提前发出提示管理员，管理员及时提醒监护人更换定位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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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位拐杖 

 
图 7 定位拐杖 

如图 7 所示，定位拐杖具备定位功能，定位拐杖定时发送自身信息，信息传输范围可达
100 米，经过电子站牌时，定位基站接收到定位拐杖发出的自身信息，并转发定位信息至服
务器，在系统软件地图上形成轨迹。定位拐杖正常工作时间可达 2 年，定位拐杖处于低电状
态时，系统会提前发出提示管理员，管理员及时提醒监护人更换定位拐杖。 

6. 手持机 

 
图 8 手持机效果图 

如图 8 所示，当老人小孩遇到紧急事件及走失时，手持机则可以有效地进行精准定位搜
索工作，使得监管范围全覆盖延伸，手持机接收信号范围可达 100 米。当搜索某老人所佩
戴的智能手环时，手持机上可显示其信号强度，越近则信号越强，可以有方向地进行搜索。
手持机的外观尺寸为 162mm×78mm×22mm，屏幕尺寸为 4.7 寸，重量约为 300g（包括
电池），正常工作时间约 8 小时（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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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拓展应用 

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除了可以应用在老人小孩定位上，也可以管理城市中的电动
车、摩托车、快递车、宠物、下井盖等等。 

1. 智能烟感 

 
图 9 智能烟感 

如图 9 所示，智能烟感可以智能识别黑烟或白烟，一致性好，抗灰尘能力强，误报率极
低。 

智能烟感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当烟雾达到一定程度时，智能烟感立刻发出警报信号，信
号传输范围 500 米以上，定位基站接收到警报信号后，同时通过 4G 网络上传至服务器，服
务器推送告警信号给相关人员，从而达到消防报警功能。 

2. 智能门禁 

 
图 10 门禁检测器 

如图 10 所示，在出租屋门口安装门禁检测器，租客佩戴人员卡，当租客刷卡进出门禁
时，门禁检测器接收到人员卡发出的信息，并通过超远距离通讯技术（500 米以上）转发人
员卡的定位信息至定位基站，定位基站通过 4G 网络上传至服务器，从而在系统上可以看到
租客的进出信息。该设备也适用于人员进出、人员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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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动车管理 

 
图 11 电动车效果图 

如图 11 所示，在电动车上安装定位标签，定位标签定时发送自身信息，信息发送范围
可达 100 米，当电动车经过定位基站时，定位基站接收到定位标签发送的信息，定位基站
通过 4G 网络上传至服务器，可在系统地图上查看电动车轨迹信息。 

六、 软件系统功能介绍 

1. 设备信息管理 

 
图 12 设备信息管理界面 

管理员将定位基站的信息录入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可以在设备管理界面进行新
增、编辑、删除、导入导出等操作。如图 12 所示，系统按录入的先后顺序列表展示所有录
入的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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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时轨迹查询 

 
图 13 实时轨迹查询页面 

如图 13 所示，系统接收定位基站上传的标签位置信息后，将相关信息在地图上显示，
可以通过系统查询某位老人的实时位置信息，方便家人快速找到老人小孩。 

3. 人员信息管理 

 
图 14 人员信息管理界面 

管理员在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录入人员的具体信息，可以在人员信息管理界面进
行新增、编辑、删除等操作。如图 14 所示，系统按照录入信息的顺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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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APP 软件 

 
图 15 APP轨迹查询页面 

如图 15 所示，监护人随时在 APP 上面查询老人小孩的轨迹信息，确保乘车安全，及时
了解老人小孩行踪。 

八、 优势亮点 

1. 环保低功耗 
智能手环等标签用的是低数据量、低功耗的无线技术，休眠功耗为微安级别，这样保证

智能手环等标签可以长时间工作，工作时间可以长达 2 年；定位基站采用最先进节能技术，
每台基站每月耗电量约 1 度。 

2. 辐射影响小 
无源标签工作时需要基站提供能量，所以对基站的无线信号发身功率相对要求较高，当

无线信号功率达到一定值时会对人体有危害。相对无源标签，智能手环等标签采用有源设计，
自身提供能量，这样基站、标签的发射功率做得很小，对人体无害。 

3. 去死角识别 
由于定位基站的无线信号是以球面波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对智能手环等标签没有方向

的要求，不管以哪个方向通过基站，都能被基站识别，保证准确率和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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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本低 
相对于 GPS 设备，标签成本是 GPS 设备的十分之一，且无需流量费。 

5. 外观精致 
智能手环等标签的外观精致、小巧，容易受到大众喜欢，可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嵌入物

品中，达到智能定位效果。 

6. 远程管理 
管理系统通过 4G 网络接入互联网，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电脑或手机 APP 登陆

智慧城市电子站牌生态系统，进行远程管理，远程监控。 

九、 联系方式 

公  司：广州万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姓  名：罗焕杰 
电  话：020-29876231 
手  机：18520468400 
邮 箱：luohuanjie@wewills.com 
地 址：广州天河区车陂东岸祠堂大街 2 号东瑞大厦 438~44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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