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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OT is applied so widely in military logistics, equipment support, product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fields that the traditional logistics tracing. Mode is reformed tremendously; the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are promoted. Foundation is established for improving efficiency of
measurement support. IOT is researched, an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of equipment
measurement support, the technological scheme of equipment measurement support system is
put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of IOT technology in measurement verification, measurement test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is analyzed, and important consultant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ed equipment support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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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联网已广泛应用于军事物流、装备保障、生产制造等领域，极大地改革了传统的物流跟踪方式，推动
了智能化和信息化应用，为提高计量保障效率奠定了基础。本文研究了物联网技术，并通过对装备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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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需求分析，提出了计量保障管理系统技术方案，分析了物联网在计量检定、计量测试及设备管理
中的应用，为装备综合保障过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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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武器装备在国防军工领域需要经过论证、设计、制造及部分使用维护保障等多个相对
独立的流程。随着装备计量的范围不断扩大，计量的难度在提高，计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就国
内军工行业现状及装备计量而言，基础技术的发展对于装备研制具有助推作用[1]。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电子战、信息战装备是军队武器装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当前武器装备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数字化、精确化、智能化、信息化、模块化以及
系统化已经成为武器装备的主要发展方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先进的测试设备投入使
用，对计量测试的信息化、自动化需求迅速扩大。计量设备使用过程中，由于温度、湿度、振动、盐雾
腐蚀和设备老化等因素，导致测量准确度下降，从而造成武器命中率降低、隐蔽性差等问题，难以确保
武器装备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并具备随时执行预定任务的能力。

2. 计量保障管理
2.1. 传统计量保障模式
传统的计量保障模式是部队每年定期将仪器仪表送至计量保障单位检定，计量保障单位将仪器仪表
检定完成后再通知部队取回，但在这种模式下，通过实验室环境检定合格的装备由于运输和拆装原因，
在拆装过程中容易造成装备损坏或故障，致使在返回部队时检验不合格。另外，将仪器仪表送至计量保
障单位检定，花费时间长，不符合科学管装的要求，在时间安排上影响部队的战备与训练计划。

2.2. 现场计量保障
为克服传统计量保障引起的保障效率低下问题，部队往往要求工业部门采取“走出去，主动服务”
的机动计量保障模式，预先制定有效的保障方案，建立由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的机动计量保障分队，配
备专用计量保障车辆和机动方舱，将所需标准设备可靠地携带至计量保障现场，实现现场检定，将装备
与人员两方面提前，以便提高保障效率。现场计量也加大了计量保障部门的工作量，要求计量人员具备
复杂情况下的计量能力和现场处理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测量标准装置在带出实验室前需对其进行重复
性考核，现场检定完成后，测量标准装置回到标准实验室，仍需对其进行重复性考核。对比数据，测量
标准装置考核合格后，方可对现场检定的仪器仪表出具检定证书。为改变现场计量带来的任务重、难度
大等问题，需要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计量保障过程的信息化，提高计量保障效率，增强武器装备的综合
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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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联网技术
在装备计量测试过程中，不仅存在计量设备体积大，难以进行现场计量等问题，而且存在参数多、
校对、检定、比对麻烦，量值传递和溯源困难等问题，而物联网技术能够通过射频标识、红外感应器、
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标准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来连接起来，进行信息
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标识、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为提高装备保障效率，改变计量保障方式，
提高保障管理水平提供了条件。

3.1. 物联网定义
物联网最早由 MIT auto-ID 中心主任 Kevin Ashton 教授于 1999 年研究 RFID 时最早提出，其定义和
范围局限于基于 RFID 技术的物联网。在国外，物联网未形成一致认同的准确和权威定义，较常见的是
Wikipedia 上的定义：物联网即通常采用可配置的无线网络形式实现物品互连的网络。而我国国内普遍认
为物联网是通过射频标识(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
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来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标识、定位、跟踪、监控和
管理的一个网络。

3.2. 技术架构
按照业界通用的架构分析方法，物联网架构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IOT
图 1. 物联网技术架构图

1) 感知层：包括感知设备和短距离传输网络两部分，感知设备用来进行数据采集及实现控制，短距
离传输网络将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发送到网关或将应用平台控制指令发送到控制器。感知设备采集外部数
据，然后由 RFID、条码、工业现场总线、蓝牙、红外等进行数据传递[2]。
2) 网络层：包括接入单元和接入网络，用于支撑网络信息传输，是基于现有通信网和互联网建立起
来的。传送层的关键技术既包含了现有的通信技术，也包含了终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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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层：包括物联网中间件和物联网应用两部分，完成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处理，并将这些数据
与各行业应用的结合[3]。

3.3. 关键技术
作为当前信息技术的代表，物联网涉及的关键技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射频识别、传感器、
人工智能、中间件等技术[4]。
•

射频识别技术：该技术是利用识别装置，通过被识别物品和识别装置之间的互动，自动地获取被识
别物品相关的信息，并提供给后台的计算机处理系统来完成相关操作的一种技术，它能够快速准确
地获取信息，无需或仅需少量人工干预即可自动地向自动化信息系统传送数据[5]。

•

传感器技术：传感器节点通常由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传输和电源构成，散布在指定的感知区
域内，实时感知、采集和处理网络覆盖区域中的信息，并通过“多跳”网络把数据传送到接收发送
器，接收发送器同样将信息发送到各节点，具有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通信能力，负责物联网信息
的采集。

•

无线网络技术：无线网络既包括允许用户建立远距离无线连接的全球语音和数据网络，也包括为近
距离通信所提供的蓝牙和红外技术。

•

人工智能技术：该技术是研究使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
规划等)的技术，主要包括虚拟现实、机器学习、人机交互、智能控制、智能信号处理等内容。

•

中间件技术：物联网中间件是一种面向消息的中间件，以消息的形式从一个程序传送到另一个或多
个程序，信息可以以异步的方式传送。中间件主要由读写器接口、程序模块及应用程序接口三个部
分组成，程序模块通过读写器接口、应用程序接口与外界交互，从应用程序端使用 RFID 中间件所
提供的一组通用的应用程序接口 API。

4. 应用系统建设方案
本文以某武器装备企业关于计量装备保障的需求，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计量保障管理系统建设
方案，即通过搭建软件和硬件平台，实现信息自动采集、分析和智能化管理。

4.1. 硬件平台
物联网硬件平台包括传感器、天线、读写器、电子标签等组成，实现设备快速识别和信息采集功能。
传感器是重要的感知设备，能够实时采集温度、湿度、压力等数据，并把数据传送到服务端。天线通过
发送电磁波探测电子标签，并与之进行信息交互，一般选用单频无源被动式标签，通过同轴电缆直接和
读写器相连。读写器是 RFID 的核心模块，用于解析电子信号、数据转换和处理、协议分析等功能，通
过 USB 口、串口或以太网接口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电子标签是计量测试设备信息的存储区，通过感知
电子标签，可以定位和分析设备，支持数据的读取、写入、锁定及解锁等功能。

4.2. 软件平台
软件应用平台包括信息采集软件、计量保障管理软件两部分，是实现计量测试信息快速收集、计量
过程实时监测、计量仪器仪表状态监控的重要载体，并留有应用接口，具备接入其他网络的功能。
•

数据采集软件：使用 C/C++语言在 Visual Studio 平台下开发，通过网络、无线通信等技术对计量器
具信息、检定校准信息等进行快速采集，并存储到数据库中，为进行计量分析、仪器仪表检定提供
基础。

•

信息管理软件：该软件建立在 J2EE 技术标准、面向构件的业务应用平台普元 EOS 之上，基于 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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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以 B/S 方式运行，计量过程业务信息的登记和管理。功能包括计量设备管理、装备信息管理、
计量任务管理、计量测试管理、仪器收发管理、仪器检定管理、计量知识管理等内容。

4.3. 功能方案
基于物联网技术对装备计量保障进行信息化，可以帮助寻找装备计量和维修规律，提高装备计量能
力和质量，为改进计量保障方式，合理安排装备计量保障机构和人员，计量标准的考核和复查提供依据，
为维修机构开展装备保障管理提供决策信息[6]。装备计量保障管理系统除了应具备计量技术机构、记录
测量标准、计量人员信息等基本功能外，还包括计量检定、计量测试、设备管理等功能。
1) 计量检定
通过现场计量标准装备对计量仪器仪表进行检定，并通过无线通信、GPRS 等方式把数据实时传输
到标准实验室，标准实验室对比、考核完毕后，把检定结果发回现场，从而提高了计量检定的效率。另
外，将装设备的详细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建立数据库，同时使数据与系统中手持设备内的数据保持同
步。在数据库中，对通用计量仪器仪表建立检定条目，按有关规程设定检定周期提示，对于接近检定周
期的仪器仪表，在手持设备上显示提示信息；对已超出检定周期的仪器仪表，发出报警信息，使装备管
理部门可及时收集反馈信息，确保每一台仪器仪表都在受控范围内，使计量检定工作不留死角，做到计
量管理规范化。
2) 计量测试
在计量测试过程中，通过现场计量测试设备与无线通信、传感器、多通道等技术结合应用，实时把
多个采样点的温度、湿度、压力等参数通过蜂窝网传输到远程服务器进行分析处理，并借助于显示屏将
测量结果显示出来，使管理人员通过后台即可监测每个仪器仪表、装备的环境信息，并进行分析、计算、
处理及存储，保证量值传递及性能参数的准确可靠，为进行计量测试溯源奠定了基础。
3) 设备管理
通过在计量设备上粘贴电子标签，利用 RFID 读写器对电子标签进行实时识别，进行计量设备收发、
借用、存储等过程的实时监控，在现场检查中，通过手持设备扫描仪器仪表编码信息，即可在手持设备
上显示仪器仪表的相关信息，可使计量设备管理人员通过后台实时获取每个型号、每个编号的仪器仪表
位置、状态及使用情况，从而实现了计量设备收发、借用、检定等全过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装备现场计量保障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应用物联网技术分析了计量检定、计量测
试及设备管理过程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应用，为建设计量保障管理系统，解决装备计量难以溯源、测试数
据采集困难、计量设备状态难以受控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保证武器装备使用效能，提高装备
保障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来，随着物联网在装备计量保障上的应用越来越频繁，多源异构数据的收集、处理和运算效率将
越来越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也将逐步与装备计量保障进行紧密结合，
装备计量的智能化、综合化和便捷化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在装备研制阶段即开展以计量保障为目
的的计量型设计能够保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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