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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技术要求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草案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团体标准的通
知》要求，提出计划编号为“T/GLAC 2021-00X”的《工程场景多模多功能微基
站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草案。2021 年 7 月 21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团
体标准立项审批通知》，本标准草案正式立项，计划编号 GLAC2021-017。
（二） 本标准的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2020 年，我国提出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等技术，支
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
建”战略注重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而基于北斗精准时空技术的
融合应用正是这些领域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随着北斗卫星全球组网成功，卫星通信能力和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与地面网络融合，能够有效服务公路、隧道、桥梁、港口等工程施工精
准管理，以及无地面网络的通信应用。基于北斗卫星技术、地面物联感知技术、
通信传输技术，研制并应用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可有效保障工程建设领域
设备设施及人员人身安全、提升企业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水平，促进工程建设领
域技术革新、管理水平和安全效率提升。
（三） 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编制任务下达后，作为主要编制单位的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信
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坤科创有限公司共同
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坤科创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丽萍、崔银秋、刘玲、翟晓晓、喻芸、陈典全、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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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胡文慧、肖登坤、吴彤、韩振华
表1
序号

姓名

编制组人员分工

工作单位

标准工作内容

1

田丽萍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组长、总体技术负责人（全文）

2

崔银秋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组长、总体技术负责人（全
文）

3

刘玲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技术人员、标准全文审查

4

赵晓林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技术人员、标准相关条文撰
写（第 6 章、第 7 章）

5

翟晓晓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相关条文撰写（第 1 章—第
3 章、第 4 章、第 8 章—第 10
章）、参考文献

6

喻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调研

7

陈典全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调研

8

叶清琳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调研材料收集，整理

9

胡文慧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调研材料收集，整理

10

肖登坤

北京金坤科创有限公司

技术调研

11

吴彤

北京金坤科创有限公司

标准相关条文撰写（第 5 章、第
11 章）

12

韩振华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调研材料收集，整理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 调研阶段
 2020 年 9 月—2021 年 2 月，由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标准项目工作
组，完成标准草案的研发设计与指标调研。
 2021 年 3 月-2021 年 4 月，开展标准草案研究工作，完成设备测试和试
运行。
 2021 年 5 月，完成前期研究报告编写。
 2021 年 6 月，完成标准草案的初步撰写工作。
2. 立项阶段
 2021 年 7 月，完成本标准草案的立项工作。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0 月，根据标准研究结果，确定本标准草案的技术
要求和技术参数，完成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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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规范性”的原则，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T/CAS1.1-2017
《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给出的规则起草编写。
（二） 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引用和参考了以下标准和文件：
GB/T 191-2016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

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高温
GB/T 2423.3-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变湿热(12h+12h 循环)
GB/T 2423.10-2019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1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J：

长霉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18-2012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b：盐雾，交变(氯
化钠溶液)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798.5-2007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 5 部分:地面车辆使用
GB/T 13384 -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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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GB/T 17626.4-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
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三、

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论证与效果

（一）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环境条件、其他
要求、检验方法、标志包装和运输贮存等。
1. 第5章：一般要求
本标准中一般要求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外观、分类、组成部分
和工作原理。其中根据使用环境要求，将便携式定位装置分为 3 类。分别为适用
于涵洞、管廊和地铁等非暴露（室内）空间的 A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适
用于沙漠、森林和水上等暴露（室外）空间的 B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和适
用于隧道或海外园区安保等室内外混合空间的 C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满
足不同施工环境下各级各类人员的定位与安全保障需求。
2. 第6章：功能要求
本标准中功能要求从使用要求出发，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主要
功能。包括定位、报警、门禁与考勤、信息接收/查询/存储/提醒和其他功能等。
其中，基于便携式定位装置的室内外一体化定位功能，可实现不同定位模式
的自适应无缝切换，不论是在有移动公网覆盖的区域，还是移动公网覆盖的盲区，
位置服务后台均可以跟踪并显示出佩戴有便携式定位装置的工程人员的精确位
置，方便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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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便携式定位装置的报警功能，工程人员在突发紧急事件的情况下可通过
手动 SOS 报警发送求救信号，位置服务后台能及时收到求助信息，并及时响应和
安排应急措施。
基于便携式定位装置的门禁和考勤功能，位置服务后台能够判断佩戴有便携
式定位装置的工程人员是否有权限进入施工区域，并且能够准确地呈现施工区域
和非施工区域的人员总数，记录工程人员进入或离开施工区域的时间，或记录商
旅人员进入或离开电子围栏的时间，提供智能化的门禁和考勤解决方案。
基于便携式定位装置的信息提醒功能，可接收来自位置服务后台的预警提醒
消息等各类重要信息，并能在便携式定位装置的屏幕上进行文字显示。便携式定
位装置还具有系统消息的查询和存储功能，为工程应用中的预警和应急提供有效
技术支撑。
3. 第7章：性能要求
本标准中性能要求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性能参数，包括定位、
定位时延、报警和续航时间等。
相关技术参数是基于编制团队根据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的大量调研，采用不同
种类的技术在现场进行测试实验，并结合工程施工一线施工团队的具体需求而设
计，其中，室外工作条件下：北斗或 GPS 单模定位，定位精度优于 5m；北斗+GPS
双模定位，定位精度优于 3m。室内工作条件下，普通区域平均定位精度优于 3-5m；
危险区域平均定位精度优于 2m。室内外定位切换时延：从室外到室内<20s；从
室内到室外<20s。室内外 SOS 紧急求助报警和高空坠落报警被检测到的概率均为
99.99%。关于便携式定位装置的续航工作能力，主要是避免频繁充电，从实际应
用出发，针对不同型号终端，要求的续航时间不同，具体如下。A 型专用室内连
续定位模式续航时间为 135h。B 型专用室外间断定位模式续航时间为 300h；专
用室外连续定位模式续航时间为 35h。C 型综合定位模式（室内外综合应用，室
内、室外时间占比 1:1）为 210h。
4. 第8章：环境条件
本标准中环境条件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环境使用要求，包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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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温度、相对湿度、振动、霉菌和盐雾要求。
其中，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应能在环境温度为-15℃～＋55℃，相对湿
度为 15% ~ 85%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其暴露的金属零件、部件及内部金属部分，
在盐雾环境条件下历经 48h，表面应无金属腐蚀物。
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振动要求在满足 GB/T 4798.5-2007 中第 4 部分
的条件时，应能正常工作。在有黑曲霉、黄曲霉、杂色曲霉、绳状青霉和球毛壳
霉的环境条件下，历经 56d，其长霉等级应不大于 GB/T 2423.16－2008 中 12.3
规定的 2a 级。
5. 第9章：其他要求
包括电磁兼容性要求和防护等级要求。
6. 第10章：检验方法
本标准中检验方法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检验规则、功能检验、
性能检验、环境检验和电磁兼容性等。
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每台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在完成全部程序调试
后，在工厂将装置与模拟试验台、被控设备模拟器连接，按照本标准所要求的功
能进行模拟试验，测试并记录各项功能；在施工作业现场完成程序联调后进行功
能测试，并记录各项功能。
本标准的性能检验包括室内外定位精度检验、报警漏报率检验和报警延时检
验。其中，定位检验根据工作场景不同，分别检验在静态无遮挡、动态无遮挡、
静态有遮挡以及动态有遮挡场景下便携式定位装置的定位结果。
本标准的环境检验中，温度检验应符合 GB/T 2423.1-2008、GB/T 2423.2
-2008 规定的方法。相对湿度检验应符合 GB/T 2423.3-2008、GB/T 2423.4-2008
规定的方法。振动检验应符合 GB/T 2423.10-2019 规定的方法。霉菌检验应符合
GB/T 2423.16-2008 规定的方法。盐雾检验应符合 GB/T 2423.17-2008、GB/T
2423.18-2012 规定的方法。
本标准的电磁兼容性检验应符合 GB/T 17626.2－2006、GB/T 17626.3－
2006、GB/T 17626.4－2008、GB/T 17626.5－2008、GB/T 17626.11－2008 规定
的方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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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11章：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中标志、包装和运输贮存规定了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产品按照
GB/T191-2016 的有关规定正确选用。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2008 中 3.4 的要
求，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3384-2008 中 7.2 的要求。运输装卸按包装箱按照
GB/T191-2016 中 4,2 的有关规定进行操作。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应在无酸、
碱、盐及腐蚀性物质，无爆炸性气体、灰尘，不受雨、雪侵害的，相对湿度≤85%
条件下的库房内贮存。
（二） 标准的技术论证
结合工程场景施工安全定位现状以及需求分析，设定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
置的系统组成主要由功能模块、处理器和电源三部分组成。其中功能模块至少包
括北斗/GPS 卫星定位模组、移动通信模组、无线专网通信模组（如 WIFI、UWB、
蓝牙、Zigbee 等），还可选择性增加其他智能传感器，如 LCD 显示模块和 LED 指
示模块；电源部分主要有可充电锂电池和电池管理模块。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
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又可分为 3 类：适用于涵洞、管廊和地铁等非暴露（室
内）空间的 A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适用于沙漠、森林和水上等暴露（室
外）空间的 B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和适用于隧道或海外园区安保等室内外
混合空间的 C 型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
（三） 标准的效果
1． 提升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水平
通过本标准制定，可以共享基于北斗的高精度时空基础信息数据服务，实现
基于北斗时空位置信息的监控管理，解决我海内外重大工程“聋、瞎、哑、险、
散”等管理难题，同时规范工程施工监控管理技术，进一步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安全水平。
2． 提升硬件设备技术性能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可进一步统一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设计、生产、
检验和使用等规范，实现各类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的标准化和智能化，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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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程场景便携式定位装置制造水平和质量提高，提升装置硬件设备技术性能
起到积极作用。
3． 促进北斗产业发展
基于北斗的定位导航技术已经在国内外定位设备终端生产厂家中应用生产
及使用，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可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建设和相关定位设备的生产
满足统一标准，从而带动相关定位产品厂商尤其是国内设备厂商的生产和发展，
有助于进一步推广北斗技术在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领域的应用，推动定位终端的普
及和更新，促进相关行业的产业发展，发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

采用国际标准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各项研究实验方法符合我国国家要求，标准各项内容具体，可操作性
强。本标准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而制定，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国
家、行业标准无冲突和矛盾。
六、

标准实施建议

本团体标准发布后，建议通过中国卫星导航位置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等有关主
管部门向有关企业进行宣贯，推荐实施。
七、

标准编制过程中的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八、

其他应与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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