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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环境监测的 ZigBee 无线传感网络系统。针对 ZigBee 网络环境的特
性，构建 ZigBee 服务器硬件与软件平台，基于 ZigBee 的无线网关，通过通用分组无线服务 GPRS 实
现 Internet 对 ZigBee 网络各节点进行数据采集、控制、监控及状态显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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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现代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水、农药、化肥等工农业废弃物已成为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对环境
进行监测是进行预防环境污染、掌握环境条件及其变化规律的基本手段。现代环境监测技术总体上向高集成
度、高时效、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强调发展预警环境灾害、监测环境所需的技术。随着人们对于环境
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科学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当前的环境监测系统多采用有线监测方式。这类系统
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有线监测系统对于线路的依赖性较强，系统布置会受到布线的影响。另一方面有
线方式节点分布固定，分布密度不高，当某些节点发生故障时，会使局部区域失去监测功能。采用采用传统
方式采集原始数据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把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于环境监测中，能够实时的监测、感知和
采集网络所分布的区域环境的各种检测对象的信息，传送到需要这些信息的用户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为
野外随机性的研究数据获取提供了方便。基于此背景下，研究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环境监测系统具有科学的
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ZigBee 技术
ZigBee 是一种新兴的短距离、低速率无线网络技术，它是一种介于无线标记技术和蓝牙之间的技术提案[2]。
它依据 802.15.4 标准，在数千个微小传感器之间相互协调实现通信。这些传感器只需要很少的能量，以接力
的方式通过无线电波将数据从一个传感器传到另一个传感器，所以它们的通信效率非常高。同时 ZigBee 是一
个由可多到 65000 个无线数传模块组成的一个无线数据传输网络平台，在整个网络范围内，每一个 ZigBee 网
络数据传输模块之间可以相互通信，每个网络节点间的距离可以从标准的 75m 无限扩展[1]。正因为它具有近
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等特点，ZigBee 被业界认为是最有可能应用在工业
监控、传感器网络、家庭监控、安全系统等领域的无线技术，于此同时它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三、系统关键技术设计与实现
1、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监测区域（由协调器节点、路由节点和终端传感节点组成）、远程监控中心和通用分组无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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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模块组成
的无线传感网络系统，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本系统中无线传感网络采用网状网拓扑
结构设计，保证网络的健壮性和系统的可靠
性。其中协调器节点（全功能设备 FFD (Full
Function Device)）在本网络中起到汇聚节点
的作用。它承担网络协调者的功能，可与网
络中任何类型的设备进行通信。路由节点（全
功能设备 FFD）进行多跳路由，辅助子树下

图 1 总体框架图

电池供电终端的通信功能。终端节点（简化
功能设备 RFD(Reduced Function Device)）负
电源模块

责采集各个传感器的数据和信息[1]。

射频模块

GPRS 模块

传感器模块

整个系统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①远程监控中心发送命令通过 GPRS 到

CC2530 核心模块

达协调器节点，协调器节点接收到命令并经

图 2 主节点电路框图

过多跳路由无线发送到各个终端传感节点，
并完成相应的采集功能；
②终端传感节点将采集到的数据和信息
通过 ZigBee 网络定时发送到协调器节点，并
通过无线 GPRS 网络和 Internet 对接发送到远
程监控中心。协调器节点与终端传感节点之
间通过 ZigBee 协议进行无线通信，大大提高
了系统的移动性和灵活性。
2、ZigBee 无线传感网络协调器节点硬件
设计
协调器节点电路由以下 5 部分组成：电
源模块、CC2530 核心模块、射频模块、GPRS
模块、传感器模块，如图 2 所示。
（1）电源模块是负责 5V 电源，分别通

图 3 CC2530 核心模块

过 TPS73033 芯片和 MIC29302 芯片转为
3.3V，给 CC2530 芯片和 SIM900B（GPRS

GND

无线模块）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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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C2530 核心模块的电路按照 TI 公
司官方电路进行设计，如图 3 所示。
（3）射频模块对无线发送接收信息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实验中对其电容的匹配、电
感的匹配进行了研究，其中天线采用杆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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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PRS 模块，主节点汇集的信息和

（5）传感器模块，实时检测环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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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其电路如图 4 所示。
数据经过 GPRS 传输到远程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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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

本文研究了一种避免传统的有

开始

限监测环境系统的布线难、不稳定

3、软件设计
本系统网络节点的核心板采用

等特点的基于 CC2530 无线传感网

系统协议栈初始化

络环境监测的系统。可应用在农业、

TI 公司的 CC2530 射频芯片。CC2530
是用于 IEEE 802.15.4、ZigBee 和
RF4CE 应用的一个真正的片上系统
（SoC）解决方案。它能够以非常低

建立网络允许路由和
终端传感器节点加入

工业、野外恶劣等环境，为工业、
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

接收监控中心发送的命令

的总的材料成本建立强大的网络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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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首先进行协议栈初始化，建立网络，随时等待监控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truct a ZigBee

中心通过 GPRS 发送的命令进而进行相应的功能，比如监控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ystem which is suited to environment

中心发送数据 “&RAS00000001** TMEP**************c*”

monitoring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igBee

（TEMP 代表温度），协调器节点收到命令将其转发到各个节

network environment, ZigBee serv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点，最后协调器节点接收终端传感节点采集的温度数据并将

platform are constructed. And based on wireless gateway, the

其通过 GPRS 发送到监控中心。整个过程一直处在等待命令、

data from ZigBee network nodes are collected, controlled and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循环系统中。

monitored through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Keywords: ZigBee; CC2530;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四、系统测试与实现

Service);wireless senso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根据本文所述开发了一个环境监控网络，对系统进行了
初步的测试。主要测试了节点的通信距离、组网延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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