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48139.0

(22)申请日 2016.09.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550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73)专利权人 上海图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00082 上海市杨浦区民京路853号1

幢203室

(72)发明人 郑鑫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申汇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1001

代理人 翁若莹　柏子雵

(51)Int.Cl.

H04W 64/00(2009.01)

H04B 17/391(2015.01)

H04B 17/318(2015.01)

(56)对比文件

CN 103997717 A,2014.08.20,

CN 105282758 A,2016.01.27,

CN 103068039 A,2013.04.24,

CN 105611492 A,2016.05.25,

US 2006075131 A1,2006.04.06,

陈姣.“基于RSSI测距的WiFi室内定位技术

研究”.《万方数据库》.2015,全文.

审查员 王佩

 

(54)发明名称

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WiFi定位精度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

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本发明将距离校准设备部

署在实际现场，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距离校准设备

的信号强度为真实数据，通过距离校准设备反推

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参数γ和 能够

反映出无线接入点的真实状态，进而通过对数距

离路径损耗模型计算出的终端设备与无线接入

点的距离与之前固定参数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

模型比较更为准确，进而计算得到终端设备的位

置坐标也更为准确。相对于现有的WiFi定位方

案，本发明解决了目前三点定位中每个无线接入

点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参数γ和

会变化而导致定位不够精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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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定位区域的某些固定位置布置至少两个的距离校准设备，每个距离校准设备

具有各自的MAC地址，且距离校准设备周期性地向周围发送稳定的无线信号；

步骤2、在同一时刻，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进入定位区域的终端设备的无线信号，或距离

校准设备的无线信号，无线接入点将扫描到的无线信号上传至定位服务器，由定位服务器

上运行的定位引擎通过MAC地址判断无线信号是否来自距离校准设备，若不是，则进入步骤

3，若是，则进入步骤4；

步骤3、保持定位引擎所采用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

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不变，进入步骤6；

步骤4、判断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

播损耗 是否达到了更新时间，若没有达到，则返回步骤3，若达到更新时间，则进入步

骤5；

步骤5、利用距离校准设备的已知信号强度值及已知位置坐标反推并更新路径传播损

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所述步骤5包括：

步骤5.1、设所述距离校准设备的数量为两个，分别为距离校准设备一及距离校准设备

二，则距离校准设备一经过滤波后的RSSI值为RSSIa，有：

式中，da为无线接入点到距离校准设备一的实际距离；

距离校准设备二经过滤波后的RSSI值为RSSIb，有：

式中，db为无线接入点到距离校准设备二的实际距离；

步骤5.2、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为：

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为：

步骤6、定位引擎依据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计算

得到终端设备距无线接入点的距离d：

式中，RSSI为实际的路径损耗；

步骤7、定位引擎依据距离d计算得到终端设备的定位结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距离校准设备为定位标签、或定位区域的某个无线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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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室内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快速发展，室内无线定

位应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各个医院、展馆以及购物商场等大型建筑或公共场所，室

内定位能够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进而发掘用户行为，具有很大的应用市场和商业潜能。

[0003] 目前，随着室内定位的不断发展，应用广泛的室内定位技术主要有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定位)，UWB(Ultra  Wide  Band，超宽带定位)，红外线

定位、蓝牙定位和WiFi定位(Wireless  Fidelity)。而随着室内和公共场所WiFi的大量普

及，WiFi定位技术成为应用与研究最广泛的技术。

[0004] 在定位领域，根据测距技术不同可分为TOA(Time  of  Arrival，到达时间)，TDOA

(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AOA(Angle  of  Arrival，到达角度)以及基于RSSI的定

位。基于RSSI的WiFi定位技术只需要利用目前已大量普及的无线接入设备(如Access 

Point)即可实现定位，简单方便。

[0005] 基于RSSI的WiFi定位技术又分为三点定位法和指纹定位法。指纹定位分成离线训

练阶段和在线定位阶段，离线训练阶段，对每个采样点采集周围无线接入点或终端设备的

信号强度，建立指纹特征，进而建立一个采样点与指纹特征一一对应的指纹数据库。在线定

位阶段，终端设备采集周围无线接入点的信号强度或是无线接入点采集终端设备的信号强

度，并与指纹数据库中的每个指纹点的指纹特征进行对比，得到最相似的一个或几个指纹

点，进而得到对终端设备的位置估计。三点定位法利用无线接入点采集的RSSI值采用时钟

同步或RSSI衰减模型的方式推出终端设备与无线接入点之间的距离，进而根据终端设备至

三个无线接入点的距离，进而得到对终端设备的位置估计。

[0006] 指纹定位在离线训练阶段需要有大量的指纹采集过程，增加大量工作量，在线定

位阶段，每次定位都需要将采集到的RSSI值与指纹数据库中的所有指纹特征进行匹配，这

样会导致定位效率降低。三点定位不需要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但会需要纳秒级的时间

同步或会受到室内复杂环境(如障碍物、多径传播等因素)的干扰。通过RSSI计算距离一般

采用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如下：

[0007]

[0008] 其中，γ为路径传播损耗指数，d0为参考距离，一般设为1m，d为无线信号接收端与

发射端的距离， 为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即RSSI值，可实际测量出；RSSI为实

际的路径损耗。

[0009] 对于每个无线接入点，其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

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都不尽相同，而且同一个无线接入点随着时间的变化，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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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随着变化。所以，无论指纹定位或是三点定位的定位效果都不够精确。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升WiFi定位的精度。

[0011]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通过距离校准设备提升

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1、在定位区域的某些固定位置布置至少两个的距离校准设备，每个距离校准

设备具有各自的MAC地址，且距离校准设备周期性地向周围发送稳定的无线信号；

[0013] 步骤2、在同一时刻，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进入定位区域的终端设备的无线信号，或

距离校准设备的无线信号，无线接入点将扫描到的无线信号上传至定位服务器，由定位服

务器上运行的定位引擎通过MAC地址判断无线信号是否来自距离校准设备，若不是，则进入

步骤3，若是，则进入步骤4；

[0014] 步骤3、保持定位引擎所采用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

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不变，进入步骤6；

[0015] 步骤4、判断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

路径传播损耗 是否达到了更新时间，若没有达到，则返回步骤3，若达到更新时间，则

进入步骤5；

[0016] 步骤5、利用距离校准设备的已知信号强度值及已知位置坐标反推并更新路径传

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0017] 步骤6、定位引擎依据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计算得到终端设备距无线接入点的距离d：

[0018] 式中，RSSI为实际的路径损耗；

[0019] 步骤7、定位引擎依据距离d计算得到终端设备的定位结果。

[0020] 优选地，所述距离校准设备为定位标签、或定位区域的某个无线接入点。

[0021] 优选地，所述步骤5包括：

[0022] 步骤5.1、设所述距离校准设备的数量为两个，分别为距离校准设备一及距离校准

设备二，则距离校准设备一经过滤波后的RSSI值为RSSIa，有：

[0023] 式中，da为无线接入点到距离校准设备一的实际距

离；

[0024] 距离校准设备二经过滤波后的RSSI值为RSSIb，有：

[0025] 式中，db为无线接入点到距离校准设备二的实际距

离；

[0026] 步骤5.2、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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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为：

[0029]

[0030] 本发明将距离校准设备部署在实际现场，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距离校准设备的信号

强度为真实数据，通过距离校准设备反推RSSI衰减模型中计算距离的两个参数能够反映出

无线接入点的真实状态，进而通过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计算出的距离与之前固定参数的

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比较更为准确，进而计算得到终端设备的距离和位置坐标也更为准

确。相对于现有的WiFi定位方案，本发明解决了目前三点定位中每个无线接入点的RSSI衰

减模型的参数会变化而导致定位不够精确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33] 定位引擎通过终端设备的信号强度值来计算距离，RSSI衰减模型中计算距离的两

个参数(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路径传播损耗 )会随着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线接入

点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定位引擎而言，如果对所有无线接入点进行参数测试，会增加大量的

工作量。并且针对同一个无线接入点，其参数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本发明

通过布置距离校准设备来解决此问题。

[0034] 本发明中的距离校准设备必须：1)能够向外发射稳定的无线信号；2)具有MAC地

址。距离校准设备优选为无线接入点，若在用于定位的无线接入点中挑选几个作为距离校

准设备，则不需要再额外布置距离校准设备；若挑选不用于定位的无线接入点作为距离校

准设备，则需要额外布置距离校准设备。距离校准设备与无线接入点一同部署在定位区域

内。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每1000平方米的定位区域内均部署两个距离校准设备。在位于后端

的定位服务器中同步更新距离校准设备的点位信息，包括信号强度以及位置坐标。距离校

准设备周期性地向周围发送无线信号，距离校准设备与终端设备均可被无线接入点扫描

到。无线接入点将扫描到的距离校准设备和终端设备的RSSI值通过网络传输上报给定位服

务器。定位引擎通过MAC地址判断信号强度是否属于距离校准设备，如果属于距离校准设备

并且达到更新时间，则对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的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

路径传播损耗 进行更新。参数更新时，利用距离校准设备的位置坐标与RSSI值反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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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线接入点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的参数γ和 进而提升WiFi定位精度。

[0036] 结合图1，基于上述原理的通过校准距离参数提升WiFi定位精度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7] 步骤1、在定位区域的某些固定位置布置两个距离校准设备，每个距离校准设备具

有各自的MAC地址，距离校准设备周期性地向周围发送稳定的无线信号；

[0038] 步骤2、在同一时刻，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进入定位区域的终端设备的无线信号，或

距离校准设备的无线信号，无线接入点将扫描到的无线信号上传至定位服务器，由定位服

务器上运行的定位引擎通过MAC地址判断无线信号是否来自距离校准设备，若不是，则进入

步骤3，若是，则进入步骤4；

[0039] 步骤3、保持定位引擎所采用的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

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不变，进入步骤6；

[0040] 步骤4、判断对数距离路径损耗模型中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和参考距离d0处的路

径传播损耗 是否达到了更新时间，若没有达到，则返回步骤3，若达到更新时间，则进

入步骤5；

[0041] 步骤5、利用距离校准设备的已知信号强度值及已知位置坐标反推并更新γ和

[0042] 例如：一个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距离校准设备一和距离校准设备二的无线信号，得

到：

[0043]

[0044]

[0045] 其中，RSSIa和RSSIb分别为无线接入点扫描到距离校准设备一和距离校准设备二

经过滤波后的RSSI值，da和db分别为无线接入点到距离校准设备一和距离校准设备二的实

际距离。由于距离校准设备一、距离校准设备二及无线接入点的位置固定，因此其位置坐标

均已知，所以da和db也是已知的，即：

[0046]

[0047]

[0048] 其中，x和y分别为无线接入点的x坐标与y坐标，xa和ya分别为距离校准设备一的x

坐标与y坐标，xb和yb距离校准设备二的x坐标与y坐标。

[0049] 进而，反推出参考距离d0处的路径传播损耗 为：

[0050]

[0051] 路径传播损耗指数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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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步骤6、定位引擎依据γ和 计算得到终端设备距无线接入点的距离d：

[0054]

[0055] 步骤7、定位引擎依据距离d计算得到终端设备的定位结果。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6455051 B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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