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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用于外部混合照片制图的方法
(57)摘要
所揭示的实施例涉及基于捕获的图像和与
每一所捕获图像相关联的测量集合将用户设备
UE用于结构的3D外部包络的产生。在一些实施例
中，
捕获结构的一连串外部图像，
且可同时获得
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测量、
无线测量(包含全球
导航卫星GNSS测量 )和/或其它非无线传感器测
量的对应的测量集合。
可确定所述UE在全球坐标
中的闭合回路轨迹，
且可基于所述闭合回路轨迹
和选自所述结构的所述一连串外部图像的图像
子集中的特征点获得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

说明书29页

附图15页

CN 105579811 B

权

利

要

求

书

1/5 页

1 .一种在用户设备UE上执行的用于外部混合照片制图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
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多个图像；
捕获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图像且每一
测量集合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测量和具有用于可用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可用无线
测量；
部分基于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
述UE的轨迹；
将包括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所述3D结构包络、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测量集
合的信息发射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第一服务器；
以及
部分基于所发射的信息，
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对齐到所述绝
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3D结构包络，
所述经校正3D结构包络是基于所述经校正轨迹和
所述3D结构包络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可用无线测量包括：
包括差分校正代码和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
且其中用于所
述可用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GNSS大气压校正。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中估计所述UE的所述轨迹包括：
针对所述多个位置中的一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将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应用于对应于
所述位置的所述GNSS测量以获得对应的经校正GNSS测量：
所述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所述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所述GNSS大气压校正；
针对所述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基于所述经校正GNSS测量获得对应的经校正位置；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经校正位置确定所述估计的轨迹。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中用于所述可用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由所述UE
从网络服务器接收。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可用无线测量进一步包括无线广域网WWAN测
量，
其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观测到达时间差OTDOA测量，
或参考信号时间差RSTD测量，
或
高级前向链路三边测量AFLT测量，
或
混合AFLT测量。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用于所述可用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包括用于
所述UE的天线方向图信息。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迹对应于所述UE的闭合回
路轨迹。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接收对齐到所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
轨迹和对齐到所述绝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 3D结构包络包括：
接收包括所述经校正轨迹和所述3D结构包络的室外地图，
其中所述室外地图包括对齐
到所述绝对坐标的多个地图层。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多个地图层包含以下各者中的至少两者：
平面图地图层；
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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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结构地图层，
具有相邻结构的外部3D结构包络信息；
具有与所述结构相关联的WWAN信号的衰减或延迟的地图层，
或
具有针对所述结构附近的WWAN信号强度的任何变化的标注的地图层；
或
视线LOS地图层，
针对所述LOS地图层上的多个绝对坐标中的每一绝对坐标指示相对于
所述绝对坐标的视线中的对应天线。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估计所述UE的所述轨迹和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
包括：
将视觉同时定位与制图VSLAM技术应用于所述结构的所述多个图像的一子集以确定场
景几何形状和所述UE相对于所述多个图像的所述子集中的每一图像和场景几何形状的第
一6DOF姿势，
所述第一6DOF姿势是基于所述多个图像的所述子集中的关键点确定；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场景几何形状获得所述结构的所述3D结构包络；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第一6DOF姿势获得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
11 .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迹部分基于针对每一图
像通过将对应的第一6DOF姿势和对应测量集合提供到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来获得所述UE
在绝对坐标中的对应的第二6DOF姿势。
12 .一种用户设备UE，
其包括：
相机，
其经配置以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多个图像；
多个传感器，
所述多个传感器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
无线模块，
其经配置以进行可用无线信号的无线测量，
和获取用于所述无线测量的校
正信息；
处理器，
其耦合到所述相机、
所述多个传感器和所述无线模块，
其中所述处理器经配置
以：
获得所述结构的所述外部的所述多个图像；
获得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图像，
且每
一测量集合包括IMU测量和具有用于所述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无线测量；
部分基于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
述UE的轨迹；
将包括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所述3D结构包络、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测量集
合的信息发射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第一服务器；
以及
部分基于所发射的信息，
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对齐到所述绝
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3D结构包络，
所述经校正3D结构包络是基于所述经校正轨迹和
所述3D结构包络的。
13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所述无线测量包括：
包括差分校正代码和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
且其中用于所
述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
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GNSS大气压校正。
14 .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UE，
其中为估计所述UE的所述轨迹，
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
针对所述多个位置中的一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将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应用于对应于
所述位置的所述GNSS测量以获得对应的经校正GNSS测量：
所述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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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所述GNSS大气压校正；
针对所述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基于所述经校正GNSS测量获得对应的经校正位置；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经校正位置确定所述估计的轨迹。
15 .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UE，
其中所述无线模块经配置以从网络服务器获取用于所
述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
16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所述无线测量进一步包括无线广域网WWAN测量，
其
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观测到达时间差OTDOA测量，
或参考信号时间差RSTD测量，
或
高级前向链路三边测量AFLT测量，
或
混合AFLT测量。
17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用于所述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包括用于所述UE的
天线方向图信息。
18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迹对应于所述UE的闭合回
路轨迹。
19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为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
迹和对齐到所述绝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 3D结构包络，
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
接收包括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迹和所述3D结构包络的室外地图，
其中所述室外地图
包括对齐到所述绝对坐标的多个地图层。
20 .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UE，
其中所述多个地图层包含以下各者中的至少两者：
平面图地图层；
或
3D结构地图层，
具有相邻结构的外部3D结构包络信息；
具有与所述结构相关联的WWAN信号的衰减或延迟的地图层，
或
具有针对所述结构附近的WWAN信号强度的任何变化的标注的地图层；
或
视线LOS地图层，
针对所述LOS地图层上的所述绝对坐标中的每一绝对坐标指示相对于
所述绝对坐标的视线中的对应天线。
21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UE，
其中为估计所述UE的所述轨迹和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
络，
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
将视觉同时定位与制图VSLAM技术应用于所述结构的所述多个图像的一子集以确定场
景几何形状和所述UE相对于所述多个图像的所述子集中的每一图像和场景几何形状的第
一6DOF姿势，
所述第一6DOF姿势是基于所述多个图像的所述子集中的关键点确定；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场景几何形状获得所述结构的所述3D结构包络；
以及
部分基于所述第一6DOF姿势获得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
22 .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UE，
其中所述UE的所述经校正轨迹部分基于针对每一图像
通过将对应的第一6DOF姿势和所述对应测量集合提供到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来获得所述
UE在绝对坐标中的对应的第二6DOF姿势。
23 .一种用户设备UE，
其包括：
成像装置，
其经配置以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多个图
像；
感测装置，
所述感测装置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装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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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测量装置，
其经配置以进行可用无线信号的无线测量，
和获取用于所述无线测量
的校正信息；
用于获得所述结构的所述外部的所述多个图像的装置；
用于获得多个测量集合的装置，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
图像，
且每一测量集合包括IMU测量和具有用于所述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无线测量；
用于部分基于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
和所述UE的轨迹的装置；
用于将包括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所述3D结构包络、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测
量集合的信息发射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第一服务器的装置；
以及
用于部分基于所发射的信息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对齐到所
述绝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3D结构包络的装置，
所述经校正3D结构包络是基于所述经
校正轨迹和所述3D结构包络的。
24 .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UE，
其中所述无线测量包括：
包括差分校正代码和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
且其中用于所
述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
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GNSS大气压校正。
25 .一种包括指令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
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所述处
理器经配置以：
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
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多个图像；
捕获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图像且每一
测量集合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测量和具有用于可用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可用无线
测量；
部分基于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UE
的轨迹；
将包括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所述3D结构包络、所述多个图像和所述对应测量集
合的信息发射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第一服务器；
以及
部分基于所发射的信息，
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对齐到所述绝
对坐标的所述结构的经校正3D结构包络，
所述经校正3D结构包络是基于所述经校正轨迹和
所述3D结构包络的。
26 .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
其中所述可用无线测量包括：
包括差分校正代码和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
且其中用于所
述可用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信息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GNSS大气压校正。
27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
其中估计所述UE的轨迹的所述指令使所
述处理器：
针对所述多个位置中的一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将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应用于对应于
所述位置的所述GNSS测量以获得对应的经校正GNSS测量：
所述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所述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所述GNSS大气压校正；
针对所述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基于所述经校正GNSS测量获得对应的经校正位置；
以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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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基于所述经校正位置估计所述轨迹。
28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
其中用于所述可用无线测量的所述校正
信息由所述UE从网络服务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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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外部混合照片制图的方法
[0001]

对相关申请案的交叉参考
[0002] 本申请案主张2014年9月25日申请的题为“外部混合照片制图(Exterior Hybrid
Photo Mapping)”的美国申请案第14/497 ,235号的权益和优先权，
所述美国申请案主张
2013年年9月27日申请的题为“在惯性导航的情境中使用特征辅助的偏离目标追踪(OffTarget Tracking Using Feature Aiding in the Context of Inertial Navigation)”
的美国临时申请案第61/883 ,921号的权益和优先权，
所述两个申请案被以引用的方式全部
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文中揭示的标的物大体涉及地面定位系统，
且明确地说，
涉及用于外部混合照
片制图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制图技术正日益移动远离基于卫星成像和摄影测量的政府地图，
到详细的局部化
地图。大多数当前室外制图策略聚焦于使用能够收集大量数据的重设备且昂贵的“战争驾
驶”车。然而，
由战争驾驶车收集的数据常为私有的且不能由绝大多数移动装置用户使用。
此外，
因为战争驾驶车的使用限于车辆能进入的区域，
所以用户常去的许多位置不能被制
图。
[0005]
另外，
尝试使用GPS接收器、相机和线上绘图工具来制图已受到限制且繁琐。此外，
尚无显著尝试来例如通过确定结构的大小、三维(3D)形状、定向和位置来对室外结构的外
部制图。结构的巨大量使传统制图技术不可行。另一方面，
所述许多这些未制图的结构留下
了限制本地地图中的细节的空隙。此外，
因为结构不断地拆毁、
改建、
更新或重建造，
所以保
持室外结构的外部的准确被更新地图常常成本过高。
[0006] 因此，
存在对于相关策略以成本节约方式获取且维持结构的外部地图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
一种在用户设备(UE)上的方法可包括：
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
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多个图像；
捕获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至
少一个图像且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测量或具有用于可用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无
线测量中的至少一者；
以及部分基于所述捕获的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
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述UE的轨迹。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和所
述3D结构包络、
捕获的图像或所述对应的测量集合中的一或多者发送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
的服务器；
且可从所述服务器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所述结构的3D
结构包络，
其中所述接收到的经校正轨迹部分基于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捕获的图像
和/或测量集合。
[0008] 在另一方面，
一种用户设备(UE)可包括：
相机，
其经配置以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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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 多个图 像 ；多个传感器 ，所述传感器包括惯性测量单元
(IMU) ；
无线模块，
其经配置以进行可用无线信号的测量，
和获取用于所述无线测量的校正
信息；
以及一处理器，
其耦合到所述相机、传感器和无线模块。另外，
所述处理器可经配置
以：
获得结构的所述外部的所述多个图像；
获得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
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图像，
且每一测量集合包括IMU测量和具有用于无线测量的校正
信息的所述可用无线测量中的至少一者；
部分基于所述捕获的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
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述UE的轨迹；
将所述UE 的所述估计的轨迹和所述3D
结构包络、
捕获的图像或所述对应的测量集合中的一或多者发送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服
务器；
以及部分基于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捕获的图像和测量集合接收对齐到绝对坐
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
[0009] 在另一方面，
一种用户设备(UE)可包括：
成像装置，
其经配置以当穿越结构附近的
多个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的 多个图 像 ；感 测装置 ，所述感 测装置惯性测量单元
(IMU)装置；
无线测量装置，
其经配置以进行可用无线信号的测量，
和获取用于所述无线测
量的校正信息；用于获得结构的所述外部的所述多个图像的装置；用于获得多个测量集合
的装置，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所述多个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图像，
且每一测量集合包括
IMU测量和具有用于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可用无线测量中的至少一者；用于部分基
于所述捕获的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述UE的轨
迹的装置；用于将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和所述3D结构包络、捕获的图像或所述对应的
测量集合中的一或多者发送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服务器的装置；
以及部分基于所述UE的
所述估计的轨迹、
捕获的图像和测量集合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所
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的装置。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
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括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所述
处理器经配置以进行以下操作的指令：
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捕获所述结构的外部
的多个图像；
捕获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对应于至少一个图像且包括惯性测量
单元(IMU)测量或具有用于可用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的所述无线测量中的至少一者；
部分
基于所述捕获的图像和所述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所述结构的3D结构包络和所述UE的
轨迹；
将所述UE的所述估计的轨迹和所述3D结构包络、捕获的图像或所述对应的测量集合
中的一或多者发送到无线耦合到所述UE的服务器；
以及部分基于所述UE 的所述估计的轨
迹、
捕获的图像和测量集合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所述UE的经校正轨迹和所述结构的3D结
构包络。
[0011]
揭示的方法可由例如服务器(包含位置服务器)、移动台、移动装置等的一或多个
UE 使用LPP、
LPPe或其它协议执行。揭示的实施例还涉及由处理器使用非暂时性计算机可
读媒体或计算机可读存储器创建、
存储、
存取、
读取或修改的软件、
固件和程序指令。
附图说明
[0012] 图1A展示说明使得能够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支持混合照片导航和制
图的UE的某些示范性特征的示意性框图。
[0013] 图1B展示示范性可佩戴用户装置。
[0014] 图2展示能够将位置和/或导航服务提供到UE(包含位置辅助数据或位置信息的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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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系统的架构。
[0015] 图3A和3B展示指示在多种情形中的不同定位技术的可用性连同相关联的位置精
确度、
定位不明确性和功率消耗的表。
[0016] 图4A为能够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执行制图的示范性应用程序400的框
图。
[0017] 图4B展示在可运行制图应用程序且自人造卫星(SV)和/或无线网络的信号接收可
为可用的环境中的用户。
[0018] 图5A展示用于无线地图产生的示范性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5B展示当UE沿着轨迹时在各种位置和时间点出现的视线和非视线条件。
[0020] 图6展示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制图数据收集的示范性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7展示在混合照片制图期间的示范性高阶数据流。
[0022] 图8A和8B展示说明用于基于照片、
无线、磁性和气压数据的地图产生的方法的流
程图。
[0023] 图9展示说明能够确定UE的位置的系统中一些实体的简化框图。
[0024] 图10展示说明使得能够混合照片制图和导航的服务器的示意性框图。
[0025] 图11展示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混合照片制图的示范性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术语“用户装置(UD)”、
“用户设备(UE)”在本文中可互换地使用且可指一种装置，
例如，
蜂窝式或其它无线通信装置、个人通信系统(PCS)装置、个人导航装置(PND)、个人信
息管理器(PIM)、
个人数字助理(PDA)、
膝上型计算机或能够接收无线通信和/或导航信号的
其它合适的移动装置。术语还希望包含例如通过短程无线、
红外、
有线连接或其它连接与个
人导航装置(PND)通信的装置，
不管在所述装置或所述PND处是否发生卫星信号接收、辅助
数据接收和/或与位置有关的处理。UE可表示移动电话、记事本计算机或膝上型计算机，
或
其可为本文中出于创建街道地图和/或延迟和/或信号强度图的目的收集测量集的车辆。
[0027]
另外，
术语UD、
UE、
“移动台”、
“移动装置”或“目标”希望包含所有装置，
包含无线和
缆线通信装置、
计算机、
膝上型计算机等，
其能够例如经由因特网、
Wi-Fi、
蜂窝式无线网络、
DSL网络、封包电缆网络或其它网络与服务器通信，
且不管在所述装置处、在服务器处或在
与所述网络相关联的另一装置处是否发生卫星信号接收、辅助数据接收和/或与位置有关
的处理。
上述各者的任何可操作的组合也被考虑为“用户装置”。
[0028] 图1A展示说明使得能够支持基于无线信号与基于传感器的测量的组合的制图(包
含基于相机或其它图像的技术)的UE 100的某些示范性特征的示意性框图。另外，
在一些实
施例中，
UE 100也可通过组合基于图像的技术与基于无线信号和/或传感器的技术来支持
混合照片制图。术语“混合”用以指使用基于传感器、
基于图像和/或基于无线信号的技术中
的一或多者的组合以与本文中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执行制图和外部结构包络判定。在
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支持混合照片制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 可进一步支持混合
照片导航和位置确定。
[0029] UE 100可(例如)包含用一或多个连接120(例如，
总线、
线、
纤维、
连结等)操作性地
相互耦合的一或多个处理单元或处理单元150、存储器130、
收发器110(例如，
无线网络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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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如可适用)GNSS或卫星定位系统(SPS)接收器140、
光学传感器/相机180、
磁力计、
高
度计、气压计和传感器组185(共同地被称作传感器185)、惯性测量单元(IMU) 170、
非暂时
性计算机可读媒体160、
显示器190和存储器130。在某些实例实施方案中，UE 100的全部或
部分可呈芯片组和/或类似者的形式。磁力计可能能够测量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或方向，
且
可充当指南针和/或提供UE 100的行进方向的指示。高度计可用以提供在经校准层面上的
海拔的指示，
而气压计可提供大气压力的指示，
其也可用以获得海拔的判定。
[0030] 可使GNSS/SPS接收器140能够接收与一或多个SPS资源相关联的信号。
接收到的
GNSS/SPS信号可用以确定UE 100的位置。
收发器110可(例如)包含使得能够在一或多个类
型的无线通信网络上发射一或多个信号的传输器112和接收在一或多个类型的无线通信网
络上发射的一或多个信号的接收器114。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包括例如CCD或CMOS传感器的图像传感器及/或相机
180，
其在下文被称作“相机180”。相机180可将光学图像转换成电子或数字图像，
且可将捕
获的图像发送到处理单元150。举例来说，
如图1B中所展示，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80可容
纳于可佩戴用户装置中，
且可操作耦合到UE 100中的显示器190、
处理单元150和/或其它功
能单元。
[0032]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50也可接收来自可包含磁力计、
高度计和/或气压计
的一或多个传感器185的输入。此外，
传感器185可包含环境光传感器、
声换能器(例如，
麦克
风/扬声器)、
超声换能器和/或深度传感器中的一或多者，
深度传感器可用以获取深度信息
和/或确定到目标的距离。一般来说，
在不详尽的传感器组185中的以上传感器的列表可包
含正日益被并入到现代智能手机和其它用户设备内的各种其它类型的传感器和换能器。
[0033] 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还可包含惯性测量单元(IMU)170。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包
括3轴加速度计、
3轴回转仪和/或磁力计的IMU 170可将速度、
定向和/或其它与位置有关的
信息提供到处理单元150。在一些实施例中，
IMU 170可经配置以测量与相机 180进行的每
一图像帧的捕获同步的信息，
且输出测量的信息，
和/或由UE 100中的传感器185进行的测
量。在一些实施例中，
IMU 170的输出可由处理单元150用以确定 UE 100的位置及定向。
[0034] 术语“无线测量”在本文中用以指SPS、
蜂窝式、WLAN、WPAN和其它无线电信号的测
量。术语“非无线测量”指包含(但不限于)IMU、
气压计、
高度计和磁力计测量的传感器测量。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由UE进行的无线测量的捕获与非无线测量的捕获同步。另外，
可将无
线和/或非无线测量的捕获与由UE进行的图像的捕获同步。举例来说，
测量(无线和/或非无
线)和捕获的图像可带时间戳，
且测量和图像可基于时间戳而相互关联。测量与图像和/或
与彼此的关联可与测量/图像记录同时发生，
和/或在基于与测量相关联的时间戳的稍后时
间点发生。
[0035] 术语“测量集合”用以指由UE在测量位置在一时间点或在时间点的某一指定间隔
内执行的信号测量。进行的信号测量可与制图和/或位置确定有关。进行的信号测量也可取
决于UE 100、UE 100的能力、环境特性和/或可用于UE 100在特定位置/时间进行的测量的
信号特性。典型地，
测量集合可包括图像、无线测量和非无线测量，
其中测量集合中的每一
元素可已在时间点的某一指定时间间隔内记录。
由UE 100记录的测量集合可存储在UE 100
上的存储器130中和/或发送到服务器，
在服务器处，
其可经处理和/ 或与相关于那个测量
位置的其它测量聚集在一起。举例来说，
测量集合可存储在基站历书(BSA)中和/或用于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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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位置确定。
[0036] 可使用硬件、
固件与软件的组合来实施处理单元150。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
150可包含映射模块(MM)152、
导航模块(NM)154和位置辅助数据模块(LADM)158。在一些实
施例中，
LADM 158可处理接收到的位置辅助数据以估计UE的位置。位置辅助数据可呈分层
地图信息的形式，
例如，
多路径且可见地图辅助信息、观测到达时间差 (OTDOA)辅助信息
(包含PRS辅助信息)等。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50还可包含计算机视觉模块(CVM)155，
其可实施多种图像处理和CV功能。
[0037]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地图层”指针对UE的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定制的信息，
例
如，
位置辅助信息。地图的每一层可包括关于参数的信息，
其中提供关于层共同的绝对或全
球坐标的信息。一般来说，
地图层可包括各种类型的信息。举例来说，
地图层可包括以下各
者中的一或多者：
使接收信号强度与地图位置相关的接收信号强度地图层；
使信噪比(SNR)
与地图位置相关的SNR地图层；
使前向链路校准(FLC)信息与地图位置相关的FLC层；
等。
[0038]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80可包含多个相机、前置和/或后置相机、广角相机，
且也
可并有CCD、CMOS和/或其它传感器。可为静态相机和/或摄像机的相机180可捕获环境的一
系列2维(2D)静态和/或视频图像帧，
且将所捕获图像帧发送到处理单元150。在一些实施例
中，
相机180可为可佩戴相机或外部相机，
其可操作耦合到UE 100中的其它功能单元，
但容
纳之处与其它功能单元分开。在一个实施例中，
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可呈原始未压缩格
式，
且可在经处理和/或存储在存储器160中前被压缩。在一些实施例中，
图像压缩可由处理
单元150(例如，
由CVM 155)使用无损或有损压缩技术来执行。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80可为深度感测相机或可耦合到深度传感器。术语“深度
传感器”用以指可用以独立和/或与相机180一起获得用于环境的深度信息的功能单元。在
一些实施例中，
可包括RGBD相机，
除了色彩(RGB)图像之外，
当启用深度传感器时，
其还可捕
获每像素深度(D)信息。作为另一实例，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10可呈3D飞行时间(3DTOF)
相机的形式。在具有3DTOF相机110的实施例中，
深度传感器可呈耦合到3DTOF相机110的频
闪光灯的形式，
其可照亮场景中的物件，
且反射光可由相机 110中的CCD/CMOS传感器捕获。
可通过测量光脉冲行进到目标且回到传感器所花时间来获得深度信息。
[0040] 作为另一实例，
深度传感器可呈耦合到相机110的光源的形式。在一个实施例中，
光源可将可由一或多个窄频带的光组成的结构化或纹理化的光图案投影到场景中的物件
上。接着可通过利用由物件的表面形状引起的经投影图案的几何失真来获得深度信息。在
一个实施例中，
可从例如对齐到RGB相机的红外结构光投影仪与红外相机的组合的立体传
感器获得深度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80可为能够捕获3维(3D)图像的立体相机。在另
一实施例中，
相机180可包含能够估计深度信息的深度传感器。举例来说，
深度传感器可形
成无源立体视觉传感器的部分，
无源立体视觉传感器可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机获得场景
的深度信息。可使用捕获的场景中的两个相机共同的点的像素坐标连同相机姿势信息和/
或三角测量技术来获得每像素深度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深度传感器不在使用中时，
可
停用深度传感器。举例来说，
可将深度传感器置于待用模式中，
或当不使用时断电。在一些
实施例中，
处理器150可在一或多个时间点停用(或启用)深度感测。
[0041] 处理单元150也可执行处理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帧的软件。
举例来说，
处理单元
150可能能够处理从相机180接收的一或多个图像帧以确定相机180的姿势，
从而实施各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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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算法和/或执行对应于从相机180接收的图像的环境的3D重建。相机
180的姿势指相机180相对于参考系的位置和定向。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针对 6自由度(6DOF)确定相机姿势，
所述6自由度指三个平移分量(其可由参考系的X、Y、Z坐标给定)和三
个角度分量(例如，
相对于同一参考系的横滚、
俯仰和偏航)。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180和/或UE 100的姿势可由处理单元150使用视觉追踪解
决方案基于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帧来判定和/或追踪。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可使用例
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或专用处理器(例如，
处理单元 150)的
专用电路来实施。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可包含与UE 100上的一或多个其它处理器通信
的功能性。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可实施各种计算机视觉和/或图像处理方法，
例如3D重
建、
图像压缩和滤波。CVM 155也可实施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追踪、
基于模型的追踪、
同时定位
与制图(SLAM)等。在一些实施例中，
由CVM 155实施的方法可基于由相机180 捕获的色彩或
灰阶图像数据，
其可用以产生相机的6-DOF姿势测量结果的估计。
[0044] SLAM指一类技术，
其中在创建环境的地图 (例如，
正由UE 100模型化的环境的地
图)的同时追踪UE 100相对于所述地图的姿势。SLAM技术包含视觉SLAM(VLSAM) ，
其中由相
机(例如，
UE 100上的相机180)俘获的图像可用以在创建环境的地图的同时追踪所述相机
相对于所述地图的姿势。VSLAM因此可涉及在追踪相机的6DOF姿势的同时确定周围环境的
3-D结构。举例来说，
在一些实施例中，
VSLAM技术可检测一或多个所捕获图像帧中的突出特
征补片或关键点或特征描述符，
且将所捕获的成像帧作为关键帧或参考帧存储。在基于关
键帧的SLAM中，
可接着(例如)通过比较当前所捕获图像帧与一或多个先前捕获和/或存储
的关键帧来确定相机的姿势。图像特征描述符可为此项技术中熟知的尺度不变特征变换
(SIFT)、加速稳固描述符(SURF)等形式。确定的/存储的图像描述符可在稍后时点由图像或
物件检测器用以确定UE的姿势。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可包括3D重建模块，
其可使用相机姿势及每像素地图信
息来创建环境的3D模型或表示。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专用电路实施3D重建模块，
所述专
用电路例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或专用处理器(例如，
处理单元
150)。3D重建模块可使用点云中的一组3D点来获得结构的3D模型，
可从结构的图像确定所
述点。
[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50可通过使用单筒VSLAM技术建置UE 100周围的环境
的粗略地图以用于相机180的准确且稳固6DOF追踪来轨道相机180的位置。术语单筒指使用
单一非立体相机捕获图像或无深度信息的所捕获的图像。
[0047] 可以多种方式实现追踪空间坐标系统中的UE和/或相机姿势。
在卫星定位系统
(SPS) 信号不可用或不可靠的情况下，
例如，
在密集型户外环境中，
可使用视觉与惯性追踪
系统的组合来进行此追踪。举例来说，
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可与由IMU 170和/或传感器组
185中的传感器(例如，
高度计、气压计、磁力计等)进行的测量和/或其它无线测量 (例如，
WWAN信号测量)一起用以确定UE 100和/或相机180的姿势。在一些实施例中，
基于VSLAM的
技术可部分用以校正IMU 170中的错误(例如，
偏差和漂移)。在可用的情况下，
也可使用GPS
坐标提供位置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混合视觉惯性追踪器可并有具有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EKF)的SLAM/VSLAM系统，
从而将各种输入提供到EKF以追踪相机180和/或UE 100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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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器(KF)为用于追踪和姿势估计的广泛使用的方法。具体来说，
KF递归地对随着
时间的过去的一连串噪声输入测量结果操作以产生底层系统状态的统计上最佳的估计(其
可包含未知变量的估计)。EKF线性化非线性模型以促进KF的应用。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
相机的姿势可用以重新校准IMU 170中的传感器，
和/或补偿和/
或去除与传感器185和/或IMU 170中的传感器的测量结果的偏差。举例来说，
IMU 170 和/
或传感器185可输出与由UE 100中的相机180进行的每一图像帧的捕获同步的经测量信息。
当可(例如)基于VLSAM准确地估计相机姿势(例如，
图像中的一或多个对应特征点的成功检
测)时，
则可使用VSLAM估计的相机姿势对由IMU 170和/或传感器185 进行的测量应用校
正，
和/或重新校准IMU 170/传感器185，
使得由IMU 170和/或传感器185进行的测量可更紧
密地追踪VSLAM确定的姿势。
[0049] 在另一实施例中，
可与由相机180进行的深度图像的捕获一起捕获的来自深度传
感器的深度数据可用以实时(或离线)产生且递增地更新环境的3D或体积模型。举例来说，
可通过基于观测到的可用深度数据追踪相对于3D模型的实况深度图像帧来获得当前相机
姿势。作为一个实例，
在一连串捕获的深度图像中的每一深度图像可与实时SLAM一起用以
产生和/或递增地更新3D模型，
同时基于每一帧中的深度数据追踪相机180的姿势。借助于
深度传感器和SLAM技术，
用户可能能够产生平滑递增更新的3D重建。在一些实施例中，
为了
省电 ，
当基于SLAM的3D重建技术确定对于现有3D模型来说新的信息已被成像时，
可使深度
传感器能够获取深度信息。
[0050]
另外，
在3D重建能力为不可用UE 100的个例中，
所捕获图像数据连同相机姿势和
与图像帧的捕获或相机姿势的确定一起捕获或测量的其它传感器数据可存储在存储器
130、
媒体160中，
和/或使用发射器114发送到服务器，
其中数据可经离线处理以获得环境的
3D模型和/或地图。
因此，
本文中揭示的一或多个方法也可由与UE 100通信的服务器离线执
行。
[0051] 在一些情况下，
3D模型可呈可用以显现正被模型化的3D环境的纹理化3D网格、体
积数据集合、CAD模型、线框模型等的形式。举例来说，在使用3D网格的实施例中 ，
可使用
VSLAM技术中的关键帧来获取环境的点云表示。术语点云指坐标系统(例如，
具有X、Y和Z坐
标的3D坐标系统)中的一组数据点。然后可使用适当的分散数据内插方法将点云表示转换
成3D网格。在一些情况下，
可在3D重建期间获得与使用基于一组分散数据点的稀疏点云表
示。
[0052]
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50可进一步包括定位引擎(PE)或位置确定模块
(PDM)156(下文，
PDM 156) ，
其可独立地使用从图像、传感器和由UE 100进行的无线测量导
出的信息或结合接收到的位置辅助数据确定UE 100的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估计。举例来
说，
LADM 158可处理包括多路径和可见地图辅助信息的位置辅助信息、PRS时序图案和/或
静音信息等，
所述信息可接着由处理单元150用以选择信号获取/测量策略和/或确定初始
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50也可能能够直接或与图1A中展示的一或多个其它功能
块一起处理包含辅助信息的各种其它接收到的例如长期演进(LTE) 定位协议(LPP)或LPP
扩展(LPPe)消息。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包含可为内部或外部的一或多个UE天线(未图示)。UE
天线可用以发射和/或接收由收发器110和/或SPS接收器140处理的信号。在一些实施例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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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天线可耦合到收发器110和SPS接收器140。在一些实施例中，
由UE 100接收(发射)的信号
的测量可在UE天线与收发器110的连接点处执行。举例来说，
用于接收(发射)的RF信号测量
的参考的测量点可为接收器114(发射器112)的输入(输出)端子和UE天线的输出(输入)端
子。在具有多个UE天线或天线阵列的UE 100中，
天线连接器可被看作表示多个UE天线的聚
集输出(输入)的虚拟点。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测量包含信号强度的接收的信号，
并且
可由处理单元150处理TOA测量结果和原始测量结果。
[0054] 取决于应用，
本文中所描述的方法可由各种装置来实施。举例来说，
可使用硬件、
固件、
软件或其任何组合中的模块来实施这些方法。对于硬件实施方案，
处理单元150 可实
施于一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数字信号处理装置 (DSPD)、
可
编程逻辑装置(PLD)、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处理器、
控制器、
微控制器、
微处理器、
电子
装置、
经设计以执行本文中所描述的功能的其它电子单元或其组合内。
[0055] 对于固件和/或软体实施方案，
可使用执行本文中所描述的功能的代码、程序、功
能等等来实施所述方法。在实施本文中所描述的方法时，
可使用任何有形地体现指令的机
器可读媒体。举例来说，
软件代码可存储在连接到处理单元150且由处理单元150执行的非
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160或存储器130中。存储器可实施于处理器单元内或处理器单元外
部。如本文中所使用，
术语“存储器”指任何类型的长期、
短期、
易失性、
非易失性或其它存储
器，
且不应限于任何特定类型的存储器或任何特定数目个存储器或其上存储有存储器的任
何特定类型的媒体。在一些实施例中，
存储器130可持有有助于混合照片导航和制图、
图像
处理、SLAM、追踪、模型化、3D重建和由处理器150上的 MM 152、NM 154、CVM 155和/或PDM
156执行的其它任务。举例来说，
存储器160 可持有数据、捕获的静态图像、深度信息、视频
帧、
程序结果、
3D模型、
关键帧以及由IMU 170、
各种传感器185提供的数据。
[0056] 如果以固件和/或软件实施，
那么功能可作为一或多个指令或程序代码存储在计
算机可读媒体(例如，
媒体160和/或存储器130)上。
实例包含编码有计算机程序和与所述程
序相关联或由所述程序使用的数据的计算机可读媒体。举例来说，
包含存储于其上的程序
代码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含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支持混合照片制图和导航
的程序代码。所述代码可部分通过使用位置辅助信息进一步支持高级前向链路三边测量
(AFLT)/混合AFLT/参考信号时间差(RSTD)/OTDOA测量和定位。计算机可读媒体 160包含物
理计算机存储媒体。存储媒体可为可由计算机存取的任何可用的媒体。借助于实例而非限
制，
此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括RAM、ROM、EEPROM、CD-ROM、
闪存或其它光盘存储装
置、磁盘存储装置或其它磁性存储装置，
或可用以存储呈指令和 /或数据的形式的所要程
序代码且可由计算机访问的任何其它媒体；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磁盘和光盘包含压缩光盘
(CD)、激光光盘、
光学光盘、
数字多功能光盘(DVD)、
软盘和蓝光光盘，
其中磁盘通常以磁性
方式再现数据，
而光盘用激光以光学方式再现数据。
以上各者的组合也应包含在计算机可
读媒体的范围内。
[0057] 除了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媒体160上之外，
还可将指令和/或数据提供为通信设备中
包含的发射媒体上的信号。举例来说，
通信设备可包含可通过接收器112接收指示指令和数
据的信号的收发器110。指令和数据可使一或多个处理器实施混合照片制图和导航和/ 或
AFLT/混合AFLT/RSTD/OTDOA测量和定位，
和/或本文中概述的其它功能。即，
通信设备包含
具有指示执行所揭示的功能的信息的信号的发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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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130可表示任何数据存储机构。存储器130可包含(例如)主存储器和/或辅
助存储器。主存储器可包含(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只读存储器等。
虽然在此实例中说明为
与处理单元150分开，
但应理解，
主存储器的全部或部分可在处理单元150内提供，
或以其它
方式与处理单元150处于相同位置/与处理单元150耦合。辅助存储器可包含(例如)与主存
储器和/或一或多个数据存储装置或系统相同或类似类型的存储器，
例如，
硬盘驱动器、光
盘驱动器、
磁带驱动器、
固态存储器驱动器等。
[0059]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辅助存储器可操作性地收纳或以其它方式可配置以耦合到非
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160。
因而，
在某些实例实施方案中，
本文中提出的方法和/或设备可
整体或部分呈可包含存储于其上的计算机可实施指令1108的计算机可读媒体160的形式，
所述指令如果由至少一个处理单元150执行，
那么可操作性地使其能够执行如本文中所描
述的实例操作的全部或部分。
计算机可读媒体160可为存储器130的一部分。
[0060]
另外，
UE 100可包含能够显现彩色图像(包含3D图像)的屏幕或显示器190。在一些
实施例中，
显示器190可用以显示由相机180、
图形用户接口(GUI)、
程序输出等捕获的实况
图像。在一些实施例中，
显示器190可包括触摸屏和/或与触摸屏容纳在一起以准许用户经
由虚拟键盘、
图标、
菜单或其它图形用户接口(GUI)、用户手势和/或输入装置(例如，
触笔和
其它写入实施)的某一组合输入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液晶显示器 (LCD)显示器或
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器(例如，
有机LED(OLED)显示器)来实施显示器 190。在其它实施例
中，
例如，
如图1B中所展示，
显示器190可为可操作耦合到相机 180、处理单元150和/或UE
100中的其它功能单元的可佩戴显示器或抬头显示器。
[0061] 图2展示能够将位置和/或导航服务提供到UE(包含位置辅助数据或位置信息的传
送)的系统200的架构。在一些情况下，
系统200可以与本文中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用于
制图服务，
例如，
用于供混合照片制图使用。
[0062] 举例来说，
在一些情况下，
服务器250可任选地将地图或其它位置辅助信息发送到
UE 100(或多个UD 100)，
所述地图或信息可由UE 100用以估计大致位置。另外，
可将可由UE
100捕获的一或多个图像帧、视频和/或其它测量结果发送到服务器150。举例来说，
在一些
情况下，
基于接收到的位置辅助数据(例如，
由LADM 158)，
UE 100可获得包含无线信号测量
和/或可与由相机180进行的图像的捕获一起捕获的使用传感器185 的测量的测量结果。捕
获的图像和/或测量结果可由UE 100本地使用和/或可发送到服务器250。举例来说，
捕获的
图像和测量结果可由UE 100和/或服务器150用以产生或更新位置的模型/地图和/或更新
基站历书(BSA)数据。可接着将经更新的数据/BSA数据发送到一或多个UE 100，
作为位置辅
助数据。
[0063] 如图2中所说明，
UE 100可通过网络230和可与网络230相关联的基站天线240-1
到240-4(共同地被称作天线240)与服务器250通信。在一些情况下，
服务器250可提供制图
服务器、
位置服务器、
BSA服务器、
位置确定实体(PDE)或另一网络实体中的一或多者的功能
性。
位置和其它信息的传送可以适于UE 100及服务器250两者的速率发生。
[0064] 在一些实施例中，
系统100可使用例如UE 100与服务器250之间的LPP或LPPe 消息
的消息。LPP协议为众所周知的，
且描述于来自被称为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 的组织
的各种公开可获得技术规范中。LPPe已由开放移动联盟(OMA)定义并且可与LPP 组合使用
使得每一组合的LPP/LPPe消息将为包括嵌入式LPPe消息的LPP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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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接收并且测量来自基站天线240的信号，
所述信号可用
于位置确定。天线240可形成无线通信网络的部分，
所述网络可为无线广域网(WWAN)、
无线
局域网(WLAN)、
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等等。术语“网络”与“系统”通常在本文中可互换地
使用。WWAN可为码分多址(CDMA)网络、
时分多址(TDMA)网络、
频分多址(FDMA)网络、
正交频
分多址(OFDMA)网络、
单载波频分多址(SC-FDMA)网络、
长期演进(LTE)、
WiMax等等。
[0066] CDMA网络可实施一或多个无线电接入技术(RAT) ，
例如，
cdma2000、宽带CDMA (WCDMA)等等。Cdma2000包含IS-95、
IS-2000和IS-856标准。TDMA网络可实施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GSM)、
数字高级移动电话系统(D-AMPS)或某种其它RAT。GSM、W-CDMA及LTE描述于来自
被称为“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的组织的文献中。 Cdma2000描述于来自名称为“第3
代合作伙伴计划2”(3GPP2)的协会的文献中。3GPP 和3GPP2文献是可公开获得的。WLAN可为
IEEE 802 .11x网络，
且WPAN可为蓝牙网络、
IEEE 802 .15x或某种其它类型的网络。所述技术
还可结合WWAN、
WLAN和/或 WPAN的任何组合来实施。举例来说，
天线240和网络230可形成例
如演进型UMTS 陆地无线接入网(E-UTRAN)(LTE)网络、
W-CDMA UTRAN网络、
GSM/EDGE无线接
入网(GERAN)、
1xRTT网络、
演进数据优化(EvDO)网络、
WiMax网络或WLAN的部分。
[0067] UE 100也可接收来自共同地被称作航天器(SV)280的一或多个地球轨道SV 280-1
到280-4的信号，
所述SV可为SPS/GNSS的部分。举例来说，
SV 280可在GNSS群集中，
例如，
美
国全球定位系统(GPS)、
欧洲伽利略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Glonass)系统或中国指南针系
统。根据某些方面，
本文中所提出的技术并不限于SPS的全球系统(例如，
GNSS)。举例来说，
本文中所提供的技术可应用于或另外经启用以用于在各种区域性系统中使用，
例如，
日本
上方的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
印度上方的印度区域性导航卫星系统(IRNSS)和/或可与一
或多个全球和/或区域性导航卫星系统相关联或另外经启用以供一或多个全球和/或区域
性导航卫星系统使用的各种扩增系统(例如，
基于卫星的扩增系统(SBAS))。借助实例但非
限制，
SBAS可包含提供完整性信息、
差分校正等的扩增系统，
例如，
广域扩增系统(WAAS)、
欧
洲地球同步卫星导航叠加服务(EGNOS)、多功能卫星扩增系统(MSAS)、
GPS辅助地理扩增导
航或GPS和地理扩增导航系统 (GAGAN)和/或类似者。因此，
如本文所使用，
SPS可包含一或
多个全球和/或区域性导航卫星系统和/或扩增系统的任何组合，
且SPS信号可包含SPS、类
似SPS和/或与此一或多个SPS相关联的其它信号。
[0068] 为简单起见，
仅一个UE 100和服务器250展示于图2中。一般来说，
系统100可包括
由245-k(0≤k≤Ncells ，
其中Ncells 为小区的数目)指示的多个小区，
并具有额外网络 230、
LCS客户端260、
UD 100、
服务器250、(基站)天线240和航天器(SV)280。系统 100可以与本文
中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进一步包括包含宏小区和毫微微小区的小区的混合。
[0069] UE 100可能能够通过支持定位及位置服务的一或多个网络230与服务器250无线
通信，
所述服务可包含(但不限于)由OMA定义的安全用户平面位置(SUPL)位置解决方案及
由供LTE服务网络使用的3GPP定义的控制平面位置解决方案。举例来说，
可代表 LCS客户端
260执行位置服务(LCS) ，
所述LCS客户端访问服务器250(其可提供与位置服务器相关联的
功能性)且发出对UE 100的位置的请求。服务器250可接着用对UE 100 的位置估计响应LCS
客户端260。LCS客户端260也可被称为SUPL代理，
例如，
当由服务器250和UE 100使用的位置
解决方案为SUPL时。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还可包含LCS客户端或SUPL代理(图1中未展
示) ，
其可将位置请求发出到某一能够定位的功能件(例如，
UE 100内的PDM 156)且稍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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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对UE 100的位置估计。UE 100内的 LCS客户端或SUPL代理可执行针对UE 100的用户的
位置服务，
例如，
提供导航方向或识别UE 100附近的兴趣点。
[0070] 服务器250可呈SUPL位置平台(SLP)、
演进型服务移动位置中心(eSMLC)、
服务移动
位置中心(SMLC)、
网关移动位置中心(GMLC)、
位置确定实体(PDE)、
独立SMLC(SAS) 和/或类
似者的形式。
[0071] 如图2中所说明，
UE 100可通过网络230和天线240(其可与网络230相关联)与服务
器250通信。UE 100可接收且测量来自天线240的信号，
其可用于位置确定。举例来说，
UE
100可接收且测量来自可分别与小区245-1、
245-2、
245-3和245-4相关联的天线240-1、
2402、240-3和/或240-4中的一或多者的信号，
以便有助于位置确定。作为另一实例，
UE 100可
使用混合定位位置方案，
使用UE 100上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且基于来自传感器185
的测量和/或捕获的图像结合AFLT和GPS测量(例如，
来自 SV 280)计算其定位。在一些实施
例中，
可使用GNSS、
地面测量(例如，
AFLT、小区扇区测量、
WLAN测量、
OTDOA)和/或传感器测
量(例如，
使用IMU 170、
传感器185、相机或图像传感器(其可包含深度传感器)等的测量)的
组合获得位置估计。
[0072] 在一些实施例中，
获得的位置估计可为粗略的和/或初始位置估计并且可以与所
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改进。一般来说，
由UE 100进行的测量可与与网络有关的测量(例
如，
存储在BSA中的测量)组合，
以增强UE 100和/或天线240的计算的位置的可用性和准确
性。
[0073] 作为另一实例，
在基于OTDOA的定位(其供WCDMA和LTE使用)中，
UE 100可测量来自
多个基站天线240的接收的信号的时间差。因为天线240的位置已知，
所以可使用观测的时
间差计算UE 100的位置。举例来说，
被称为参考信号时间差(RSTD)的定位参考信号(PRS)的
测量的到达时间差可与每一小区的绝对或相对发射时序和用于参考和相邻小区的天线240
的已知位置一起使用来计算UE 100的位置。
[0074] 在供CDMA使用的基于AFLT的定位中，
UE 100可测量导频信号的相位，
所述信号经
同步至绝对时间标度(例如，
GPS时间) ，
并且从四个基站天线240-1到240-4发射。来自天线
240-i(1≤i≤4)的导频信号的测量的相位可用以计算UE 100与个别天线之间的距离。假设
天线240的时间偏移已知，
距离测量的集合可用以计算UE 100的位置。
[0075] UE 100可通过比较小区信号的到达时间与绝对时间标度来获得前向链路小区信
号的时间同步的量度。UE 100可在此测量时记录已知GPS位置和GPS时间，
并且使用如天线
240-1的小区发射器的已知位置，
可确定小区信号的到达时间偏差。
[0076] 小区信号的时间偏差的确定被称为前向链路校准(FLC)。
在一些情况下，
UE 100可
将原始测量信息发送到服务器250，
所述服务器可执行前向链路校准。举例来说，
将距离校
正量化为前向链路校准值(FLC)。FLC改善定位精度，
因为甚至小区之间约为100ns 的同步
变化将转化为30米的测距误差。
因此，
FLC准确性有助于地面定位系统中的理想性能。然而，
甚至在小区245内，
FLC可随UE的位置基于多种因素(例如，
信号衰减、
堵塞、多路径等)而变
化。举例来说，
在堵塞和/或多路径较普遍的密集型都市环境中，
对环境制图以确定外部结
构包络和/或获得准确位置估计可呈现难题。举例来说，
例如来自SV 280和/或来自一或多
个天线240的信号的各种信号可为不可用的或弱的，
由此限制仅基于无线信号的位置确定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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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文中揭示的实施例有助于使用本文中揭示的混合照片制图和导航技术在
室内环境中的制图和导航，
且由此改良位置估计且扩展地面定位系统部署和利用。
[0078] 图3A和3B展示指示在多种情形中的不同定位技术的可用性连同相关联的位置精
确度、定位不明确性和功率消耗的表。位置不明确性指使用所述技术确定的位置不正确的
可能性。举例来说，
在不同位置处拍摄的两个图像中的若干特征点可匹配，
从而使得难以确
定用户装置的实际位置。
[0079] 如图3A中所展示，
基于SPS的定位技术通常在全球范围内在室外高度可用，
展现高
室外精确度、低室外位置不明确性和合理的功率消耗。另外，
到卫星的视线(LOS)有助于与
SPS系统的时间拼接。时间拼接指准确地使从各种传感器获得的测量与共同时间标度上的
捕获的图像相关且对准的能力。
[0080] 惯性导航技术在室内和在室外高度可用，
且展现合理的功率消耗，
但由于漂移和
其它偏差，
其精确度为通常自中等到良好的较低测距。IMU测量更易时间拼接且与其它测量
相关。
[0081]
照片导航在室外高度可用，
但展现较高功率消耗和较高室外位置不明确性。举例
来说，
有时可在各种不同位置获得类似图像，
从而使在无额外图像和/或其它感官输入的情
况下对单一位置的识别困难。另一方面，
当可将UE局限于一区域时，
位置精确度则高。举例
来说，
可存在已知地标或结构特征自其可见的一组有限位置，
因此基于所捕获图像，
可准确
地确定UE的位置以用于制图和导航两者。捕获的图像可相对快速地经时间拼接且与其它测
量相关。
[0082] 基于WAN的位置技术在室外和在室内都展现良好可用性，
且当可用时，
具有相对强
的信号。然而，
WAN信号具有有限全球可用性，
因为可存在未由蜂窝式信号服务到的区域。基
于WAN的位置技术展现相对低的功率消耗，
具有中等室外精确度、低室外位置不明确性，
且
可相当容易地经时间拼接。
[0083] 最后，
基于LAN或信标的位置技术在室外展现合理的可用性，
但信号强度可随位置
而显著变化。LAN信号具有良好全球可用性，
展现合理的功率消耗，
具有中等室外精确度、低
室外位置不明确性，
且可相当容易地经时间拼接。
[0084] 如可自图3A和3B和以上描述看出，
当个别地使用时，
位置技术具有各种强度和缺
点。因此，
当使用依赖于以上方法中的一者的当前位置确定技术时，
制图和/或导航解决方
案常常为次优的。
[0085] 因此，
本文中揭示的方法组合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测量与图像和无线信号测量以有
助于位置确定。举例来说，
SPS具有全球范围，
而强WAN信号可帮助在局部室内环境中的低功
率背景导航，
尤其在无线接入点的位置已知的情形中。当与由相机图像和来自惯性传感器
(当无线信号不可用时，
其可提供额外输入)的测量提供的优异局部精确度组合时，
可实现
更稳固且准确的定位解决方案。
[0086] 然而，
存在地图缺乏，
尤其以有助于用户定向和导航的方式展示建筑物和结构的
外部特征的地图。在无这些准确且详细地图的情况下，
位置信息的最佳化利用是困难的。举
例来说，
虽然从点A到点B的简单导航指令可具备基本地图，
但可存在可导致用户沮丧的相
当大的不明确性。
沿着从点A到点B的路径提供结构信息或用于结构的其它视觉线索可减少
不明确性和用户沮丧。
因此，
以低成本获得位置的可靠、
准确且详细地图可有助于现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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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功能性的更佳使用。
[0087] 在一些实施例中，
展示对齐到地图的局部地标或结构的外部包络可有助于地图的
用户定向和使用。因此，
揭示的技术还组合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测量与图像和无线信号测量
以有助于制图和/或导航。举例来说，
当供精确“照片”和/或可见度地图使用时，
可增强基于
图像的导航技术。类似地，
由相机所捕获的图像提供的精确校准可用以提供有效的室外无
线导航。本文中揭示的这些和其它技术供用户装置使用以获得且更新位置的地图和启用导
航功能性。
[0088]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制图模块(MM)152将UE 100置于“制图模式”中。在制图模
式中，
UE 100上的相机180可结合来自传感器185(其可包含各种非无线/非RF传感器，
例如，
磁力计、
高度计、
气压计和/或其它磁力计、
高度计、
气压计和/或其它)和 IMU 170的测量以
指定帧率捕获图像或视频。举例来说，
当使用UE 100来制图时，
用户可将UE 100置于制图模
式中。在制图模式中，
可将相机置于“广角”模式中。另外，
在制图模式中，
可捕获高分辨率图
像，
但所述图像可经压缩、
滤波或更改以减小大小。在一些实施例中，
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
可以高分辨率在本地存储和/或发送到服务器 250供稍后处理。举例来说，
在一些实施例
中，
可将图像减小到向量地图或向量图像，
其提供多种不同内容和分辨率以适合不同需求。
[0089]
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在制图模式中时，
CV模块155可经配置以使用“曼哈顿世
界”假定。广泛地用以从图像和/或点云产生都市结构的3D重建的曼哈顿世界(MW) 假定假
定由相机捕获的场景或图像由具有显著方向的逐个平面表面组成。通常，
当使用 MW假定确
定建筑物几何形状时，
假定场景中的三个相互正交的方向的主导。也可假定水平和铅垂表
面和边缘。MW假定有助于从2D图像的3D重建。各种熟知技术可用于基于捕获的图像的3D重
建。举例来说，
在一个示范性实施例中，
可从图像提取主要平面方向(例如，
X、Y、Z) ，
可针对
图像中的平面产生假设(例如，
基于图像中的特征点密度)中，
且可通过使图像像素与平面
中的一或多者相关联来获得3D重建。当供深度传感器使用时，
MW假定可有助于基于获取的
深度信息的更快3D重建。当使用惯性传感器确定装置定向和相机角度时，
MW假定可有助于
垂直和水平边缘和表面和其相应位置、
定向与关系的更有效率的辨别。
[0090] 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用户正行进通过一区域和/或经诱导行进通过一区域时，
可机
会性地启动UE 100上的制图模式，
所述区域为：
(i)尚未经制图的区域，
和/或(ii)更新地图
数据是合乎需要的区域。举例来说，
当在制图模式中时，
基于关于在服务器处的位置的众包
数据(或此数据的不存在) ，
UE可请求结构的内部和/或外部的“调查”。在另一实施例中，
可
使用机会性众包，
且可基于UD的所估计位置要求用户进入制图模式。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获
得用户的同意，
且用户可主动地参与机会性众包制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例如，
在相机180可
佩戴的情况下，
可自动触发图像捕获和传感器数据收集，
且基于先前获得的用户同意，
数据
可存储在UE 100上和/或发射到服务器250。术语“众包”用以指收集的图像、
RF、
传感器与来
自多个UD和/或PDE的与定位有关的测量的集合和后续聚合。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检测到用
户在可为制图(或更新现有地图)合乎需要的结构附近后，
可要求或诱导用户以与所揭示的
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执行制图。
由于结构的数目和结构的改变频率，
维持经更新地图(包含结
构的外部结构包络)的传统方法即使可能，
但成本过高。众包与本文中揭示的制图方法一起
的使用有助于包含结构的3D外部包络的地图的维护与更新。另外，
交通任务重的区域更有
可能具有频率更新且准确的地图。因此，
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获得的包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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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外部3D结构包络的基于众包地图数据的地图数据库更有可能填充有针对具有对准确
且经更新数据的较高需求的区域的数据。
[0091] 图4A为能够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执行制图的示范性应用程序400的框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应用程序400的部分可在使用处理单元150的UE 100上和/或在无线耦
合到UE 100的服务器上运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应用程序400可使用利用CVM 155和EKF组件
405的SLAM-EKF拓扑。在一些实施例中，
与应用程序400相关联的功能性可由硬件或软件或
其组合实施。
[0092] 参看图4B，
其展示在可运行制图应用程序400且来自人造卫星(SV)280和/或无线
网络的信号接收可为可用的环境中的用户。因此，
在图4B中，
可将UE 100置于制图模式中，
且当用户在室外位置(例如，
建筑物427)周围行进时，
UE 100可收集图像，
如由所述应用程
序指引。
[0093] 举例来说，
可指引用户沿着轨迹410，
且当用户在结构427周围行进时，
UE 100可收
集图像。在一些实施例中，
与图像的捕获一起，
UE 100可获得包括无线和非无线测量的测量
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合与至少一个图像相关联。举例来说，
UE 100可确定其位置且记录在
轨迹410上的各种位置处的来自SV 280的信号的测量。此外，
与图像捕获一起，
UE 100也可
记录来自无线网络230和/或天线240-1和240-2的无线信号的测量。此外，
与图像捕获一起，
UE 100也可记录来自IMU 170和/或一或多个传感器185(包含磁力计、
高度计、
气压计等)的
测量。举例来说，
在一些实施例中，
MM 152可开始在 SPS信号可用的位置处的制图，
且可通
过基于与测量相关联的时间戳来时间拼接测量集合和/或通过对带时间戳的捕获的图像使
用VSLAM来确定UE 100在各种时间的位置。
[0094] 在一些实施例中，
制图应用程序和/或MM 152可指引用户捕获突出视觉特征的图
像，
所述突出视觉特征包含外部可见标牌(例如，
商店标牌“XYZ商店”)、
窗、
门、
悬垂物、拐角
点、相邻结构等。举例来说，
如果墙壁在其中具有窗，
那么可作出其为“外部”和“内部”两者
的推断。所述窗当从外部和内部查看时 ，
可用以对准同一墙壁的两个不同视图。因此，
MM
152可指引用户捕获有可能从结构的内部和外部都可见的特征。
[0095] 因此，
如图4B中所说明，
CVM 155可接收与无线和非无线测量的捕获同步的结构
427的外部的图像帧。取决于可用功能性，
可捕获所述图像帧，
作为一系列静态图像和/ 或
作为视频的部分。利用视频捕获的实施例可(例如)以每秒30帧接收图像。其它实施例可利
用其它帧率。CVM 155可使用相机校准。
内在相机校准可包含主点、
焦距和径向失真。外在相
机校准参数可包含相对于IMU 170的旋转和平移信息。可估计旋转，
或在一些情况下，
可假
定IMU与相机对准。
[0096] 如上所概括，
CVM 155可使用多种算法中的任一者来确定和检测图像帧中的关键
点以估计6自由度(6DOF)相机/相对于当前图像帧的UE姿势。所捕获图像帧中的某一子集可
作为关键帧存储。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可使用在先前图像帧中确定的姿势作为初始姿
势，
接着可基于图像帧中的关键点的位置改进所述姿势。当UE 100的姿势已改变大于某一
阈值时，
当前图像帧可由CM 155存储为新关键帧。关键点和其它图像对应性相对于先前图
像帧或存储的关键帧的位置也可用以估计场景几何形状。举例来说，CVM 155可将深度信
息指派到结构427的特征，
且可反复地创建结构427的3D模型。在一些实施例中，
MW假定可用
以简化对于结构的3D外部包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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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实施例中，
关键点检测可导致关键点的测量的2D相机坐标的识别，
所述相
机坐标经中继到EKF组件405。EKF组件405可进一步与CVM 155共享关键点的预测的2D相机
坐标以使关键点搜索空间变窄。
当一或多个关键点由CVM 155找出位置时，
这些关键点的2D
相机坐标可提供到EKF组件405。在一些实施例中，
CVM 155也可基于图像帧中的关键点的位
置提供可由CVM 155确定的6自由度(6DOF)相机姿势。
[0098] 在一些实施例中 ，
输入6DOF相机姿势(由CVM 155提供)可由EKF 405基于由CVM
155和/或IMU和/或无线测量供应的输入改进以获得UE在绝对坐标中的姿势。
由EKF 确定的
6DOF相机姿势也可用以计算/更新目标特征中的一或多者的3D位置。EKF组件 405可利用来
自CVM 155的2D关键点测量连同无线和/或非无线测量追踪相机180/UE 100在绝对坐标中
的6DOF姿势。举例来说，
EKF组件405可使用最近GPS或其它无线测量(当可用时)来将测量集
合锚定到绝对座标框架。
[0099] 术语“绝对坐标”或“全球坐标”用以指例如由GPS提供的绝对SPS坐标或例如用于
制图和导航的全球大地坐标系统(WGS)标准的任何其它全球坐标系统。在一些实施例中，
除
了图像帧中的检测的特征点的3D位置外，
EKF组件405还可将重力向量提供到CVM 155。在一
些实施例中，
可在姿势估计过程期间或作为姿势估计过程的部分来获得关键点的重力和3D位置。关于重力的确定的更多信息，
请见伊格尔·S .琼斯、斯特凡诺·索托的“视觉-惯性
导航、制图和定位：
可缩放实时因果方法(Visual-Inertial Navigation , Mapping And
Localization:A Scalable Real-Time Causal Approach)”(2010)。在使用常规视觉-惯性
技术的系统中，
可确定UE的轨迹。然而，
常规技术未揭示基于测量的3D结构包络确定和室外
地图的确定，
其中将结构3D包络信息和室外地图对齐到绝对坐标。
[0100] 通过确定相对于目标的UE/相机姿势且将测量结果锚定到绝对坐标，
UE的绝对姿
势可由EKF 405确定。
[0101] EKF组件405可进一步确定与IMU 170和/或其它传感器相关联的任何偏差，
其可用
以减轻漂移。例如全球集束调整(GBA)的全球优化技术可由EKF 405用以校正漂移和在制图
期间于UE的闭合回路轨迹的计算中使用，
如以下进一步概述。
[0102] 举例来说，
在一些实施例中，
制图应用程序可指引用户返回到先前成像的特征。在
一些实施例中，
可通过返回到先前拍照的视觉特征来校正用户的轨迹，
以说明漂移。
“闭合
回路”轨迹可接着经确定且用以校正漂移。可基于经校正和/或闭合回路轨迹来确定对齐到
绝对坐标的结构427的外部3D结构包络。
[0103]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由UE 100搜集的数据(包含估计的轨迹和/或3D结构包络)
发送到服务器以建置室外地图，
其可包含用于对齐到室外地图上的绝对坐标的结构427 的
3D结构包络信息。
[0104] 当穿越收集用于地图创建的数据的路径410时，
确定的位置(例如，
由EKF 405输出
的UE 100的姿势)可经受漂移。对于1％漂移误差，
例如，
100m的路径长度将导致约1m的漂
移。为了校正漂移误差，
可对由UE 100/MM 152搜集的数据及/或在用户已完成搜集数据后
由EKF 405输出的UE 100的姿势执行回路闭合检测(LCD)和全球集束调整 (GBA)。在一些实
施例中，
可在服务器(例如，
创建地图的服务器)上执行LCD和GBA。举例来说，
UE 100可将收
集的数据和/或估计的轨迹发送到服务器，
服务器可执行LCD 和GBA任务。然而，
取决于UE
100上可用的能力，
可在UE 100上执行LCD和GBA 中的一或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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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
在一些实施例中，
制图应用程序可指引用户返回到先前成像的特征。在
一些实施例中，
LCD可识别图像中的先前查看的特征以确定漂移。使用由UE 100/MM 152搜
集的数据，
CVM 155可使用来自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的特征信息确定具有共同特征信息的
区域。举例来说，
可基于相机姿势和与第一图像相关联的测量针对第一图像中的第一静态
特征确定第一组坐标。可在由相机捕获且与第二组坐标相关联的后续图像中识别第一静态
特征。因为与特征相关联的位置尚未改变，
所以LCD算法可确定在UE 100的轨迹上的漂移。
举例来说，
LCD算法可通过将第一组坐标指派到同一特征的任何后续访问来“闭合所述回
路”。GBA算法可接着用以校正且对准测量以减轻或消除自一开始估计的轨迹(对应于路径
410)的漂移误差，
且计算经更新“闭合回路”轨迹(还对应于路径410)。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
与一开始估计的外部3D结构包络一起使用经更新闭合回路轨迹以获得结构427的经更新外
部3D结构包络，
可将其对齐到室外地图上的绝对坐标。
[0106] 图5A展示用于无线地图产生的示范性方法500的流程图。
在一些实施例中 ，
方法
500可由UE 100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方法500的部分可由UE 100和/或服务器150 执行。
[0107] 在步骤510中，
UE 100可进入制图模式。在“制图模式”中，
UE 100可以相对高速率
收集连续GNSS、相机和惯性数据和其它传感器数据。另外，
在制图模式中 ，例如 RF测量、
GNSS测量和来自惯性、
磁力计、
高度计和/或气压传感器的数据的感官测量可与图像的捕获
一起捕获。在制图模式中，
可使用实际GNSS测量数据(例如，
连续载波相位可观测量(如与通
常在智能电话中看到的“位置输出”相对))以提供用于视觉里程计过程的再一锚定且使UE
时钟状态稳定，
只要对于至少一或多个SPS卫星280存在视线 (LOS)条件。
[0108] 通常，
从SV 180接收的数据可具有若干误差源。举例来说，
误差可归因于时钟漂
移、
电离层延迟、
多路径、
较低数目个可见卫星、
卫星几何形状、相对于地平面的卫星高程等
而出现。在一些实施例中，
SPS接收器可包含可测量与载波有关的信息的载波相位接收器。
当结合码相位测量和差分技术使用时，
通常具有比其承载的伪随机噪声(PRN) 序列高得多
的频率的载波有助于更准确位置确定。载波相位测量与差分校正一起的使用可产生分表位
置准确性。在一些实施例中，
UE可使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GPS(CDGPS) 技术确定UE在各种点
和时间的位置。UE位置可部分(例如)用以计算轨迹410(在图4 中)。
[0109] 在步骤515中，
可基于惯性测量确定UE 100的6-DOF“开放回路”轨迹。举例来说，
由
UE 100上的IMU 170或传感器185进行的测量可用以确定从初始或开始位置的轨迹。
由于传
感器中归因于漂移和其它偏差的误差，
如由IMU 170和/或传感器185测量的轨迹将从UE
100所沿着的实际轨迹发散。
因此，
术语“开放回路”指即使UE的轨迹在开始位置处端接仅从
由IMU 170/传感器185进行的测量确定的轨迹可仍指示轨迹结束点不同于开始位置的可能
性。
[0110]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518中，
由IMU 170/传感器185进行的测量、
无线测量(例
如，
SPS/WLAN)、捕获的图像和其它传感器测量可用以校正惯性轨迹。举例来说，
GNSS 测量
可用以校正惯性轨迹。在一些实施例中，
捕获的测量数据可在UE100上处理和/或发送到服
务器供处理。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浮动整数载波变平滑的代码测量，
或可解决载波循环
不明确性。在强GPS信号条件的情况下，
可使用GPS载波差拍相位计数来使码相位变平滑。当
MS正在室外移动时，
代码多路径可快速改变，
其有助于码相位变平滑。举例来说，
可从GNSS
测量发动机获得针对每一卫星“频道”的多个类型的测量，
包含：
码相位、
多普勒和累积差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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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
亦被称为积分载波相位或累积Δ范围。
以上详述的测量和/或技术中的一或多者可用
于在各种时间点的更精确的经校正绝对UE位置确定。经校正绝对UE位置可用以进行UE 100
所沿着的轨迹校正(例如，
对7-DOF轨迹410)。
[0111] 虽然绝对误差可偶尔地持续，
但使用揭示的技术，
可有效地减轻归因于无线多路
径变化的失真，
由此提供精确轨迹及因此具有多个精确相关联的地图层的精确地图。举例
来说，
甚至在结构误差的绝对位置的不确定性在制图时大约为一米的情况下，
在各种地图
层中的关联可仍全部准确到好于一米。因此，
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装置处于到GNSS 信号的
LOS中时，
可确定精确轨迹。确定的精确轨迹可用以合作校正IMU传感器，
且还确定其它测量
源和/或传感器185(例如，
WWAN、
WLAN、
气压传感器和磁力计)的潜在较大偏差和稳定性。
[0112] 在步骤520中，
可基于捕获的图像、
无线(SPS和/或RF)信号测量、
由IMU 170进行的
测量和/或由传感器185进行的测量获得3D建筑物包络或外部3D结构包络和/或外部3D地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指引用户捕获相邻地标、
结构、
建筑物悬垂物等的图像，
同时保持结
构(例如，
结构427)在视图中。术语“建筑物包络”指充当建筑物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
理分隔器的建筑物/结构的外壳。
[0113] 在步骤525中，
可确定UE 100的闭合回路轨迹。举例来说，
在存在到一个以上卫星
的LOS条件(由此准许同时多个载波相位观测)的情况下，
可使惯性轨迹变稳定。举例来说，
可指引用户/UE 100返回到先前在数据收集期间拍照的视觉特征。当检测到先前查看的位
置或特征时，
可重新估计经估计的轨迹，
其被称为“回路闭合”。可(例如)基于两个图像中的
视觉特征的位置使用VSLAM技术计算两个图像的相机姿势。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EKF)或其它技术来融合相机与惯性(加速度计/回转仪) 测量结果以获得捕获
的图像的6DOF相机姿势。基于与两个图像相关联的相机姿势，
可模型化IMU(陀螺和加速度
计误差)170测量，
使得重新估计轨迹以返回到拍照的视觉特征，
而无明显的误差。可将此闭
合回路轨迹看作具有7自由度(7-DOF) ，
其指示位置不确定性的3个维度、旋转不确定性的3
个维度和接收器时钟偏差的一额外“维度”。
[0114] 接收器时钟偏差涉及无线距离测量，
例如，
与GNSS、
WWAN和WLAN RTT相关联的无线
距离测量。接收器时钟偏差可适用于改善准确性，
这是因为甚至大约1ns的时序误差可转化
成大约1英尺的测距误差。在到GNSS卫星的LOS条件中，
经校正的载波相位测量可具有大约
1cm的精确度，
但未知的积分常数。可通过在动态载波相位处理技术中已知的许多技术来确
定积分常数。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轨迹上的载波相位的改变可用以在不知晓积分常数的情
况下确定所述轨迹上的精确UE位置和时钟偏差分布。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轨迹上的载波相
位的改变可有助于精确无线延迟地图的创建，
甚至在积分常数未知或不可用的情况下。
[0115] 在许多情况下，
可保持大约数米的绝对误差，
但可有效地减轻归因于无线多路径
变化的失真，
从而提供精确轨迹及因此具有多个精确相关联地图层的精确地图，
其中相关
联可都准确到优于一米，
即使在制图时并不知晓结构的绝对位置优于一米。在装置处于到
GNSS信号的LOS中时，
那么有可能创建可用以不仅合作校正IMU传感器并且还确定其它测量
源(例如，
WWAN、
WLAN、
气压传感器和磁力计)的较大偏差和稳定性的高度精确轨迹。
[0116] 在步骤527中，
可使用从捕获的图像确定的可见特征针对外部包络确定外部摄影
特征地图。举例来说，
可创建针对结构的外部的特征点的稀疏3D地图。可(例如)使用熟知卢
卡斯-卡拉德(Lukas-Kanade)方法或其变化执行特征检测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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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529中，
GNSS载波相位数据可用以修复自动追踪的损失，
且可接着应用校正
以利于绝对位置的确定。举例来说，
如果存在关于SV中的一或多者的LOS条件，
同时在各种
时间存在关于其它SV的非LOS(NLOS)条件，
那么可将LOS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拼接在一起。
在存在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短暂中断(常常被称作循环滑移)或存在 NLOS条件的情形中，
来自惯性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磁力计和/或基于图像的里程计的组合的数据可用以跨中断
“拼接”且确定UE位置。
[0118] 在各种时间点可存在到一或多个卫星的非视线(NLOS)条件，
但如果在那些时间存
在到其它卫星的LOS条件，
那么，
可将LOS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拼接在一起。举例来说，
如图
5B中所展示，
在时间T0，
当沿着轨迹410时，
UE 100可接收来自SV 280-1和280-2、
天线240-1
的LOS信号，
而从SV 280-3、
天线240-3和AP 620-1接收的信号可为NLOS。另外，
在后续时间
T1且在轨迹410上的不同位置处，
UE 100可接收来自SV 280-3和天线240-3的LOS信号，
而来
自SV 280-1和280-2、
天线240-1和AP 620-1的信号可为 NLOS。
[0119] 因此，
如果在各种时间存在关于SV 280-1、280-2和/或280-3中的一或多者的LOS
条件，
那么可将LOS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拼接在一起。在存在载波相位可观测量的短暂中断
(常常被称作循环滑移)或存在非LOS(NLOS)条件的情形中，
来自惯性传感器、气压传感器、
磁力计、和/或基于图像的里程计的组合的数据可用以跨中断“拼接”和确定 UE位置。
[0120] 举例来说，
当惯性轨迹漂移小于某一阈值(例如，
小于GPS L1波长的一半)时，
可使
用惯性拼接。在一些实施例中，
如果在一周期内来自SV 280和/或天线240的信号不可用，
那
么可使用来自IMU 170的测量确定从所述位置的轨迹和来自SV 280和/或天线240 的信号
最后可用于所述位置的时间点和SV/天线信号下一次变得可用的时间点。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应用重新处理的载波相位数据和/或拼接以校正7-DOF或闭合回路轨迹。
[0121] 参看图5B，
在步骤530中，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接着基于重新估计的7-DOF轨迹重新
确定3D建筑物包络。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MW假定确定建筑物包络。举例来说，
可假定多
数墙壁为铅垂(极佳地，
垂直)且按90度角会合。
因此，
以此方式，
可将建筑物的初始“开放回
路”3D照片模型调整到矩形墙壁和垂直对准。也可假定墙壁垂直或平行。接着，
可从视觉里
程计数据对照此调整的3D照片模型重新计算UE 100的轨迹。
[0122] 在步骤535中，
可接着部分地通过使用GNSS伪距测量来将建筑物的位置对齐到全
球坐标。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于空中图像(例如，
卫星或其它空间图像)结合屋顶悬垂物或
其它特征的局部视图来调整结构的外部包络。可从各种政府和/或其它公开可获取数据库
获得各种分辨率下的结构的空中图像。
[0123] 在步骤540中，
可接着将重新估计的轨迹对齐到全球坐标。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
用差分方法减轻由于多路径、
卫星位置、
卫星时钟漂移、
残余电离层和对流层信号延迟等引
起的伪距测量误差，
其中可使用针对卫星位置和时钟、
电离层活动和对流层湿润延迟等的
更准确模型来减轻误差。此外，
在载波相位观测同时可用的程度上，
可使用代码载波变平滑
来减小多路径误差且可适当地加权具有大代码载波方差的测量。
[0124] 在一些实施例中 ，
可使用载波相位差分GNSS处理来进一步改善具有浮动或固定
(解决的)载波循环不明确性的装置轨迹估计。载波相位差分GNSS处理通常使用在已对齐到
全球坐标系统的已知基准位置处的附近参考接收器。在此情况下，
残余大气压误差大大地
消除且可解决循环不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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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代实施例中，
可使用视觉里程计将装置轨迹拼接在一起以随着时间的过去形
成合成载波相位差分过程。因为与卫星有关的误差和大气压误差相对慢地改变，
所以可一
开始不通过差分处理来维持本地地图的精确度，
且当适当参考数据变得可用时，
可随后添
加差分处理以用于地图对齐和澄清。参考数据可包含实际卫星位置、定向和时钟偏移的观
测。
[0126]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在说明卫星天线的相位方向图时确定卫星定向，
使得可确定
且应用广泛区域卫星载波相位校正。如果使用地面参考接收器网络确定卫星定向或产生信
号相位变化的任何其它因数(具有或无卫星天线相位校正) ，
那么可接着将所得“差分校正”
本地化，
以用于在地图处理中使用。
[0127]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542中，
可获得气压偏移观测。
随着建筑物内的高度改变，
气压通常遵循标准绝热递减率。然而，
可对一些建筑物或建筑物的部分加压。可将自标准绝
热递减率的任何偏差推断为建筑物加压的结果。可将那些偏差以及偏差的任何不确定性注
释为对地图的气压标注。举例来说，
“观测为比绝热递减率高X mm Hg的气压将预测从24楼
到36楼。
”
[0128] 在步骤544中，
可基于天线方向图校正无线测量。举例来说，
在进入制图模式期间
或前，
可将UE 100置于校准模式中。
当在校准中时，
可起始用于UE 100上的天线的天线方向
图的确定。在一些情形中，
可在室外执行天线方向图确定。每一天线将具有其自身的相位和
增益型样。当UE 100的定向已知时，
可在用户以典型姿势拿着装置且将其围绕一或多个轴
线旋转时确定天线方向图。可使用获得的天线方向图数据减轻对后续 RF信号特性化的天
线方向图效应。
[0129] 在步骤545中，
从传感器在制图模式中获得的测量也可用以产生和/或更新可存储
在服务器250上的一或多个现有地图。这些地图可包含室外2D道路地图或楼层平面图、照片
地图(其可包含3D可导航特征数据库)、
热图(其可指示在各种位置处的一或多个天线的信
号强度)和/或空间可变FLC地图 (其可指示在各种位置处的天线的信号延迟)中的一或多
者。
[0130] 在一些实施例中，
所述地图中的一或多者可以不同等级的位置粒度作为测量存储
在现有地图层中和/或与测量一起聚集在现有地图层中。如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地图层”指
适应于UD的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的信息，
例如，
测量数据、
从测量数据导出的信息、位置辅
助信息等。对于每一测量类型，
可存在都对齐到同一本地或绝对坐标的不同层。举例来说，
对于所关注的每一无线信号，
可存在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
FLC延迟、信号强度或衰减地
图层。可存在气压变化标注层。可存在磁场变化层，
从而提供对标准地球磁场模型的本地校
正。
[0131] 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在制图模式中时，
UE 100可请求和/或接收位置辅助信息以确
定初始位置估计，
其也可以地图层的形式提供。举例来说，
基于UE 100的估计的第一位置和
位置不确定性，
包括第一FLC值的位置辅助信息可在第一地图层中对UE 100提供。
当UE 100
的位置/位置不确定性经基于先前提供的位置辅助信息改进或重新估计时，
可从另一地图
层检索基于改进的位置估计/位置不确定性的FLC值以有助于UE位置的更准确确定。
[0132] 一般来说，
地图层可包括各种其它类型的信息。举例来说，
地图层可包括以下各项
中的一或多者：
使接收信号强度与地图位置相关的接收信号强度地图层；
使信噪比 (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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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图位置相关的SNR地图层；
指示关于一或多个天线视线(LOS)条件有可能的地图位置的
LOS地图层；
非视线地图层，
NLOS地图层指示关于一或多个天线NLOS或身体阻挡条件有可能
的地图位置，
等等。
[0133]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地图层还可包括至少一个多路径层以为BSA中的位置提供天线
的多路径的延展的指示。另外，
在一实施例中，
多路径层可进一步包括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
者：
指示天线的长阴影区的长阴影层，
所述长阴影层包括长阴影区中的排除地带、
对多路径
量值的指示和/或天线的信号衰减程度；
或指示天线的短阴影区的短阴影层，
所述短阴影层
包括短阴影区中的天线信号的时序粒度信息；
或指示天线的至少一个覆盖区域中的唯一发
射型样的发射型样层。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使用一或多个地图层中的信息估计位置
和位置不确定性，
且基于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
可请求额外地图层。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
于UE 100的位置/位置不确定性将多个地图层提供到UE 100。一般来说，
可基于用于与UE
100通信的协议、用于通信的可用带宽、信号条件、
成本、
通信、
存储器和/或在UE 100处可用
的处理能力和各种其它参数将包括地图层的位置辅助信息提供到UE 100。
[0134] 类似地，
当从UE 100接收到测量结果时，
可使用所述测量结果产生和/或更新现有
地图层。举例来说，
新测量结果可代替用以确定一或多个地图层的一或多个较旧的测量结
果。举例来说，
可更新早于某一时间周期的测量结果，
和/或一或多个地图层中被视为不可
靠或不准确的测量结果(例如，
其中位置不确定性估计超出当前测量中的结果)。在一些实
施例中，
可将新测量结果与较旧的测量结果聚集在一起。举例来说，
当统计显著时，
可通过
将所述测量结果与现有测量结果聚集在一起来计算平均、
中值和/或其它统计度量以产生
一或多个经更新地图层。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适当版本控制机构维持提供的地图层的
及时性、
精确度和准确性。
[0135] 在步骤550中，
如果结构的室外包络的确定不完整(步骤550中的“否”) ，
那么可重
复所述过程或所述过程的部分且在步骤515开始另一反复。
[0136] 如果室外包络的确定完整(步骤550中的“是”
)，
那么可将测量的所关注的数据记
录于UE 100上和/或发射到服务器。举例来说，
可将数据记录于与制图应用程序相关联的数
据库135中。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数据存储在存储器130、
可去除媒体和/或计算机可读媒
体160和/或耦合到UE 100的其它存储装置中。
[0137] 在一些实施例中，
所收集的数据中的全部或部分可在UE 100上处理和/或发送到
服务器250供处理。在一些实施例中，
如果地图可用于相邻和/或附着结构，
那么可将用于当
前结构和附着/相邻结构的室内/室外地图拼接在一起，
例如，
通过使用外部图像。在一些实
施例中，
可将到附近结构地图的指针/关联高速缓冲存储在UE 100中和/或服务器上。在一
些实施例中，
在将“智能眼镜”或其它可佩戴装置(例如，
具有相机的蓝牙头戴式耳机)耦合
到电话时，
可当将UE 100置于制图模式中时触发智能眼镜/可佩戴装置上的相机。
[0138] 图6展示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制图数据收集600的示范性方法的流程图。
在一
些实施例中，
方法600可由UE 100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方法600的部分可由UE 600 和/或
服务器150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在制图模式中时，
方法600的部分可由UE 100 执行。举
例来说，
可在步骤605中调用方法600，
且UE 100可进入制图模式或置于制图模式中。
[0139] 接下来，
在步骤610中，
可开始对无线信号的搜索。在一些实施例中，
请求和/或从
服务器150接收的位置辅助数据可由UE 100用以选择用于无线信号搜索的策略。在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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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
位置辅助数据可包含WWAN、
WLAN和/或GNSS辅助数据。在步骤612 中，
可对无线信号
搜索提供反馈。举例来说，
可从服务小区和一或多个相邻WWAN小区245、一或多个GNSS SV
280和/或一或多个WLAN AP 620和所注意到的其绝对和/ 或相对信号强度接收信号。
[0140] 在步骤620中，
可启动UE 100上的一或多个传感器。举例来说，
可启动相机180、传
感器185和/或IMU 170。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传感器185和/或IMU 170的测量与由相机180
进行的图像帧的捕获同步。在一些实施例中，
如果无线定位(例如，
基于GNSS 和/或混合测
量的定位)基于在步骤610/612中获得的信号可用，
那么可基于无线定位用初始位置来初始
化IMU 170。
[0141] 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将UE 100置于制图模式中时，
可结合从15fps到30fps的视频
帧率和/或基于从15fps到30fps的视频帧率细粒度地进行传感器测量。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
基于捕获的图像使用使用CV技术确定的相机姿势校准一或多个传感器。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应用层面获得的图像时间戳、
从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获得的传感器时间戳、
时间戳之
间的偏移和/或基于曝光时间的相机时间戳中的抖动可用于：(i)使各种传感器测量相关，
(ii)使捕获的图像与传感器测量相关，
和/或(iii)时间拼接所述测量。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
使传感器测量与图像相关时，
可使用相对时间戳或偏移。
[0142]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622中，
可在IMU 170的校准时任选地对用户发指令。在一
个实施例中，
可使用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校准IMU 170。举例来说，
可对用户发指令以使相
机指向目标对象和/执行运动序列。在步骤625中，
可对用户提供与运动序列和 /或校准的
进展有关的反馈。举例来说，
基于计算机视觉(CV)的技术可用以获得多个图像的相机姿势。
可部分通过比较所述多个帧中的每一者的基于CV的姿势与所述帧的对应的IMU确定姿势来
校准IMU 170。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使CV测量与IMU 170误差状态有关的观测等式来校
准IMU 170，
可使用熟知卡尔曼滤波器技术来模型化所述误差状态。
[0143] 在步骤630中，
可起始用于UE 100上的天线的天线方向图的确定。在一些情形中，
可在室外执行天线方向图确定。每一天线将具有其自身的相位和增益型样。当UE 100 的定
向已知时，
可在用户以典型姿势拿着装置且将其围绕一或多个轴线旋转时确定天线方向
图。
[0144] 因此，
在步骤632中，
可对用户给予关于UE 100的运动的指令，
使得可确定用于 UE
100的天线方向图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为了有助于UE 100的运动或移动的性能，
在步骤
635中，
就移动装置的方向和/或天线方向图确定过程的完成程度而言，
可提供反馈。在一些
实施例中，
可使用在显示器190上展示的图形用户接口(GUI)提供反馈。
[0145] 在步骤637中，
UE 100可提供天线方向图确定已完成且可产生UE 100的天线方向
图639的指示。在一些实施例中，
基于在沿着的轨迹(例如，
轨迹410)的路程上的UE 100 的
估计的定向，
可进一步校正在步骤637中确定的天线方向图，
例如，
在方法500中的步骤540
(图5A)期间。为了增加的准确性且为了进一步减轻任何残余GNSS载波多路径，
在轨迹410的
部分中，
其中观测指示沿着惯性轨迹，
载波多路径最具挑战性，
在高度超定轨迹解决方案可
用的情况下，
可制订和去除和/或去加权任何残余相位误差。
因此，
天线方向图校正可发生，
甚至在步骤637的完成之后和/或与有关于方法500中的室外轨迹的确定的一或多个步骤
(例如，
图5A中的515到540)的执行一起。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天线方向图数据639减轻
对后续RF信号特性化的天线方向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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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640中，
可将UE 100置于室外包络数据收集模式中；
且，
在步骤642中，
可对
用户发出关于室外数据收集的指令。举例来说，
可将相机180置于广角模式中，
且可指引用
户捕获门、
窗和在室内也可见的其它特征/结构要素的图像。作为另一实例，
可指引用户捕
获任何屋顶悬垂物的图像，
使得在从屋顶结构的空中成像与从下面的悬垂物的照片的组合
确立建筑物周边的过程中，
可从屋顶尺寸将其减去。应了解，
悬垂物可在建筑物的所有侧上
相同，
但并不一直相同。因此，
模型可假定单一观测的悬垂物在整个周边周围相同，
且接着
稍后在地图确定过程期间校正此假定。
同样地，
可进行屋顶悬垂物的若干估计且沿着单一
外墙平均化所述估计。
因此，
不仅追踪悬垂物长度和屋顶间距的估计而且知晓这些参数(呈
不确定性参数的形式)的程度是重要的。
[0147] 在步骤645，
可对用户提供关于待沿着的轨迹的反馈。举例来说，
可要求UE 100 的
用户沿着连续轨迹以获得从所有侧的结构的视图，
同时维持结构的最优距离和/或视图。在
一些实施例中，
可指引用户捕获附近结构、地标等的图像，
同时保持室外结构绘制于视图
中。也可要求用户指向相机，
使得可立刻看到全部边缘，
例如，
建筑物拐角的完全伸展、
屋檐
或基墙的全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的边缘的全长等。可要求用户环绕(例如)建筑物或城市
街区的周边，
且返回到其开始点以使惯性导航的回路闭合，
且确认针对全部回路精确地追
踪所述轨迹。如果失去了自动追踪过多卫星或IMU校准被危及大于短暂的时间周期，
那么可
要求用户返回追踪。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要求用户使用视觉装置重新获取轨迹，
确保已恢复
自动追踪且接着在所述路线上继续。
[0148] 在步骤647中，
如果用于室外包络确定的图像捕获和测量过程不完整，
那么可在步
骤640开始另一反复。举例来说，
可要求用户重复轨迹410以使载波相位连续性最大化和/或
避免特定困难的多路径位置，
同时仍维持结构的良好视觉视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对用户
显示天空中的卫星位置，
伴有失去和/或恢复自动追踪的时间的表示，
以给用户提供针对其
正如何拿着装置且维持自动追踪的迅速反馈。
[0149] 在步骤660中，
收集的测量和图像可经处理以获得地图数据663。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在例如服务器250的服务器上离线执行步骤660。举例来说，
UE 100可将收集的测量和图
像发射到服务器250。举例来说，
服务器250可为基站历书(BSA)服务器和/或可处理和/或将
测量/图像与从其它UD接收的数据聚集在一起的另一位置服务器。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传
感器/RF/SPS/测量与捕获的图像相关以获得地图数据663。
[0150] 在步骤670中，
可基于地图数据663产生一或多个地图673。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
于地图数据663更新现有地图以获得地图673。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地图673组织为处于不
同等级的UE位置粒度的层。在步骤665中，
例如地图上的结构的外部包络的结果可任选地对
用户显示。
[0151] 在步骤680中，
可提示用户结束制图模式或重复方法600中的一或多个步骤。在一
些实施例中，
当揭示用户结束制图模式时，
可对用户展示地图数据663和/或收集的数据的
概述。
基于用户输入，
制图模式可在步骤685终止，
和/或可重复方法600中的一或多个步骤。
[0152] 图7展示在混合照片制图期间的示范性高阶数据流700。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室外
数据收集阶段710-1期间，
可收集相机和惯性数据713、
无线测量数据715(其可包含 GNSS、
WAN和LAN测量)、
气压或高度计数据717、
天线方向图639和磁力计数据719 中的一或多者。
[0153] 在室外数据处理阶段720中，
在室外数据收集阶段710-1中收集的数据可用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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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开放回路轨迹723，
可接着使用所述室外开放回路轨迹获得外部3D建筑物包络725、
室
外无线地图727和室外闭合回路轨迹729。
[0154] 在地图产生阶段740中，
在数据收集阶段710-1和710-2中的在室外收集的数据中
的一些或全部可分别用以更新外部3D建筑物模型737和产生各种地图。举例来说，
可获得室
外3D无线地图、
磁性地图层、
气压标注等。
[0155] 随着建筑物内的高度改变，
气压通常遵循标准绝热递减率。然而，
可对一些建筑物
或建筑物的部分加压。可将自标准绝热递减率的任何偏差推断为建筑物加压的结果。可将
那些偏差以及偏差的任何不确定性注释为对地图的气压标注749。举例来说，
“观测为比绝
热递减率高X mm Hg的气压将预测从24楼到36楼。
”
[0156] 图8A展示说明用于基于照片、
无线、
磁性和气压数据的地图产生的方法800的流程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方法800的部分可由UE 100和/或服务器250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
方法800的调用前或在初始化步骤期间，
UE 100可进入制图模式。举例来说，
在制图模式中，
UE 100可以相对高速率收集连续GNSS、相机和惯性数据和其它传感器数据。另外，
在制图模
式中，
例如RF测量、
GNSS测量和来自惯性、
磁力计、
高度计和/或气压传感器的数据的感官测
量可与图像的捕获一起捕获。
[0157] 在步骤805中，
可基于相机中的惯性数据和惯性数据713确定UE的室外6-DOF开放
回路轨迹723。
[0158] 在步骤810中，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于室外6-DOF开放回路轨迹723获得外部 3D
建筑物包络725。
[0159] 在步骤815中，
可通过对照外部3D建筑物包络725重新处理视觉里程计来获得室外
7-DOF闭合回路轨迹729。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使用SPS/GNSS/LAN/WAN测量、
IMU 170测量和
由相机180捕获的图像的组合确定UE 100的室外7-DOF闭合回路轨迹729。举例来说，
当惯性
轨迹漂移小于某一阈值(例如，
小于GPS L1波长的一半)时，
可使用惯性拼接。举例来说，
在
存在到一个以上卫星的LOS条件(由此准许同时多个载波相位观测)的情况下，
可通过返回
到先前在数据收集期间拍照的视觉特征来使惯性轨迹稳定，
且可模型化陀螺和加速度计误
差，
使得轨迹经重新估计以返回到无显而易见误差的视觉特征。
[0160] 在一些实施例中，
MW假定可用于外部3D建筑物包络725的确定中。接着，
可从视觉
里程计数据对照此调整的3D照片模型重新计算UE 100的轨迹以获得室外7-DOF 闭合回路
轨迹729。
[0161] 接下来，
在步骤820中，
可基于7-DOF闭合回路轨迹729更新和/或重新处理3D建筑
物包络725。
[0162] 参看图8B，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825中，
也可部分通过使用经更新的3D建筑物
包络725和无线(例如，
GNSS)测量715将建筑物的位置及定向对齐到全球坐标。在步骤830
中，
可接着将室外7-DOF闭合回路轨迹729对齐到全球坐标。
[0163]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830中，
也可使用天线方向图639、
经更新的3D建筑物包络
725和无线测量715产生和/或更新一或多个现有室外无线地图735。在一些实施例中，
室外
无线地图735可经产生和/或存储在服务器250上。这些地图可包含室外2D道路地图或楼层
平面图、照片地图(其可包含3D可导航特征数据库)、
热图(其可指示在各种位置处的一或多
个天线的信号强度)和/或空间可变FLC地图(其可指示在各种位置处的天线的信号延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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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或多者。在一些实施例中，
地图中的一或多者可以不同等级的位置粒度作为层存储。
[0164] 在步骤835中，
可基于室外闭合回路轨迹729、无线测量数据815、天线方向图739
和3D模型建筑物模型837获得3D室外无线地图735。
[0165] 在步骤840中，
可使用磁力计数据819产生磁性地图层847，
且在步骤875中，
可使用
气压数据817产生气压地图标注849。
[0166] 在一些实施例中，
所收集的数据中的全部或部分可在UE 100上处理和/或发送到
服务器250供处理。在一些实施例中，
如果地图可用于相邻和/或附着结构，
那么可将用于当
前结构和附着/相邻结构的室内/室外地图拼接在一起，
例如，
通过使用外部图像。在一些实
施例中，
可将到附近结构地图的指针/关联高速缓冲存储在UD中和/或服务器上。在一些实
施例中，
在将“智能眼镜”或其它可佩戴装置(例如，
具有相机的蓝牙头戴式耳机)耦合到电
话时，
可触发智能眼镜/可佩戴装置上的相机。
[0167] 图9展示说明能够确定UE 100的位置的系统900中的一些实体的简化框图。
在一些
实施例中，
系统900可形成UE辅助定位系统的部分。参看图9，
UE 100可测量来自参考源970
的信号以获得初始测量902和/或初始位置估计904。参考源970可表示来自 SV 280和/或天
线240和/或与网络230相关联的AP 620的信号。UE 100也可获得初始测量902，
例如，
用于SV
280的伪距离测量和/或来自天线240的与OTDOA/RSTD有关的测量。
[0168] 在一些情况下，
UE 100也可通过使用初始测量902获得初始位置估计904。有时被
称为“前缀”的初始位置估计904可为UE 100的位置的粗略估计。在一些情况下，
由 UE 100
进行的距离测量可用以获得初始位置估计904。在一些情况下，
与服务小区或最强小区或最
早小区或另一小区相关联的位置可用作初始位置估计904。举例来说，
服务小区或最强小区
或最早小区或某一其它小区的形心可用作初始位置估计904。作为另一实例，
小区内的随机
或默认开始位置可用作初始位置估计904。可从小区扇区身份、
网络ID、系统ID和由基站发
射的其它信息获得小区有关信息。UE 100可将初始位置估计 904和/或初始测量902(例如，
来自一或多个GNSS的卫星测量，
或来自一或多个网络的例如OTDOA和/或RSTD的网络测量，
等)提供到服务器250。在一些情形中，
UE 100 可不确定初始位置估计904，
取而代之，
由UE
100进行的初始测量902可发送到服务器 250，
所述服务器可使用初始测量902来确定UE
100的初始位置估计904。
[0169] 服务器250可接着基于初始位置估计904将与位置有关的信息(例如，
位置辅助数
据 906)提供到UE 100。在一些实施例中，
位置辅助数据可由LDAM 158、MM 152、PDM 156
和/或NM 154中的一或多者接收，
且可用以辅助UE 100获取和测量来自SV 280和/或天线
240的信号，
和/或改进从测量902获得的任何初始位置估计904。在一些实施例中，
位置辅助
数据可按适应于初始位置估计904和与初始位置估计904相关联的位置不确定性的粒度包
含地图层和/或其它信息。
[0170] 举例来说，
在一些情况下可呈具备安全用户平面(SUPL)功能的终端(SET)的形式
的 UE 100可与服务器250通信且使用位置辅助数据906获得额外测量908。在一些实施例
中，
额外测量908可包括各种与FLC有关的测量和/或导频相位测量、
到达时间、RSTD/OTDOA
测量、与基站天线的时间偏移有关的测量、
GPS(例如，
伪距)测量等。在一些情况下，
响应于
接收到位置辅助数据或缺少其，
UE 100可进入制图模式且捕获额外测量908，
额外测量可包
含来自相机180、
IMU 170、
传感器185和如以上概述的其它无线(GNSS/WAN/LAN)信号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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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通过网络230将额外测量208发送到服务器250或另一PDE，
和/或将测量存储在存储器130中。
[0171] 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
UE 100或另一PDE可使用额外测量208来获得UE 100
的改进的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使用额外测量1008来直接获得改进的位置估计。
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UE 100的改进的位置估计传递到LCS客户端 260。当UE 100的
位置/位置不确定性经基于先前提供的位置辅助信息改进或重新估计时，
可从另一地图层
检索基于改进的位置估计/位置不确定性的FLC值和/或其它信息以有助于UE位置的更准确
的确定。一般来说，
定位位置可为UD辅助式的，
其中UE 100 通过基站将原始或经预处理的
测量数据发送回网络中的PDE以在位置确定中使用；
或者，
所述定位位置可为基于UD的，
其
中由UE 100执行位置计算。
[0172] 提供位置确定服务的无线通信系统通常在例如基站历书(BSA)数据库、
地图数据
库等的一或多个数据库中存储和/或聚集校准信息和用于位置确定的其它测量。举例来说，
数据库可包含具有地图层的地图，
其可包含各种其它类型的信息。
[0173] 举例来说，
地图层可包含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使接收信号强度与地图位置相
关的接收信号强度；
使信噪比 (SNR)与地图位置相关的SNR地图层；
指示关于一或多个天线
视线(LOS)条件有可能的地图位置的LOS地图层；
非视线地图层，
NLOS地图层指示 NLOS或身
体阻挡条件有可能关于一或多个天线的地图位置，
等等。在一些实施例中，
地图层还可包含
至少一个多路径层以为BSA中的位置提供天线的多路径的延展的指示。另外，
在一实施例
中，
多路径层可进一步包括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
指示天线的长阴影区的长阴影层，
所述
长阴影层包括长阴影区中的排除地带、对多路径量值的指示和/ 或天线的信号衰减程度；
或指示天线的短阴影区的短阴影层，
所述短阴影层包括短阴影区中的天线信号的时序粒度
信息；
或指示天线的至少一个覆盖区域中的唯一发射型样的发射型样层。
[0174] 在一些实施例中，
UE 100可使用一或多个地图层中的信息估计位置和位置不确定
性，
且基于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
可请求或检索额外地图层。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于 UE
100的位置/位置不确定性将多个地图层提供到UE 100。一般来说，
可基于用于与 UE 100通
信的协议、用于通信的可用带宽、信号条件、
成本、
通信、存储器和/或在UE 100处可用的处
理能力和各种其它参数将包括地图层的位置辅助信息提供到UE 100。
[0175]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地图上的每一区可由一或多个边界点的坐标(例如，
纬度、
经度、
海拔)识别，
所述坐标可取决于地图层的粒度。
因此，
在这些实施例中，
关于区内的点的测量
可聚集并且与区域相关联。可基于UE 100的位置/位置不确定性将聚集的测量和有关数据
的阶层中的一些或全部提供给其。
[0176] BSA数据库可存储/聚集校准和与其它基站有关的信息。
基站的BSA记录可指定基
站标识信息、基站天线的位置(例如，
海拔、纬度和经度)、
天线的一位置处的FLC值、
天线定
向、
范围、
转发器信息等。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FLC值”可指FLC值和FLC 残差两者。FLC残差
可以距离单位(例如，
米)指定，
而FLC值可以时间单位(例如，
秒) 指定。在一些实施例中，
BSA还可包含例如以下各项的信息：
基站扇区覆盖区域的中心、基站信号的最大范围、一或
多个覆盖区域/子区域上的平均地形高度、一或多个覆盖区域 /子区域上的地形高度标准
差、
往返延迟(RTD)校准信息、
CDMA系统中的伪随机噪声 (PN)增量、
基站天线位置中的不确
定性、
前向链路延迟校准中的不确定性和往返延迟校准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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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实施例中，
有助于地面定位系统校准的系统可聚集额外测量1008，
包含与
FLC有关的测量和多个UD/PDE进行的改进的位置估计。在一些实施例中，
由多个UD 中的每
一者进行的在制图模式中的测量可在服务器上聚集并存储，
并且可基于所述聚集导出统计
显著性。举例来说，
可从所述聚集导出标准差、方差、平均值、
中值和其它统计量度。在一些
实施例中，
由UE 100进行的测量可用以代替数据库中的测量。举例来说，
如果视觉图像和/
或其它测量指示结构的内部已相对于存储的3D建筑物模型837改变，
那么可基于最新的测
量将存储的建筑物模型837更新和/或用新建筑物模型代替。类似地，
可基于新测量更新外
部3D建筑物包络825、
3D无线地图841、
磁性地图层847 和/或气压地图标注849和/或其它地
图层中的一或多者。
因此，
UE 100可接收数据库中呈信息的形式的位置辅助数据1006，
且由
UE 100在制图模式中捕获得额外测量1008 可用以更新现有数据库。
[0178] 举例来说，
基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信息的粒度，
与UE 100相关联的改进的位置估
计和由UE 100在那些位置处进行的测量(包含捕获的图像)可与由其它UE针对同一位置和/
或针对在那个位置附近的区进行的测量相关联和/或聚集在一起。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将捕
获的图像中的一或多者作为关键帧或参考帧连同与关键帧图像相关联的估计的相机姿势
一起存储。在一些实施例中，
外部3D包络725可包含关键帧。
[0179] 在一些实施例中，
改进的位置估计可基于与定位相关联的质量阈值而与聚集的测
量相关联。举例来说，
表示与每一定位相关联的误差估计的“水平估计位置误差”(HEPE) 质
量量度可用以确定将哪些测量添加和/或聚合到BSA数据库。举例来说，
具有小于某一指定
阈值(取决于所要的准确性或位置粒度)的HEPE值的与定位相关联的测量可经添加和/或与
数据库聚集在一起。
[0180] 在一些实施例中，
基站历书数据库可一开始配置有默认、
平均或估计的FLC值和合
理的准确天线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基于从多个UE 100和/或PDE接收的多个额外测量
208使用和更新现有BSA。基于由多个UE 100/PDE进行的重复测量，
天线位置估计和空间可
变FLC值将不断地随时间改善，
从而导致较大的天线位置确定性，
所述确定性可用以改善前
向链路校准准确性。
[0181] 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可聚集来自一群UD的原始测量信息以按与测量相关
联的不同粒度创建具有信息的统计显著地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可执行BSA、
地图
和/或位置服务器的功能中的一些或全部。举例来说，
服务器250可收集和格式化位置数据，
产生和更新地图或模型，
可提供辅助到UD以用于位置估计，
和/或可执行计算以获得针对UE
的位置估计。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可包括BSA服务器，
所述服务器可管理存储完整
BSA的BSA数据库。
[0182]
例如包含摄影的众包和来自多个UD/PDE的其它测量的实施例可提供包含室内地
图的连续维护的地图数据，
且减少或去除对资源集中现场工作的需求。在一些实施例中，
由
于由多个用户拥有的装置进行的频繁众包采样，
可贯穿网络维持高采样速率。在一些实施
例中，
众包测量可用以建置和/或更新数据库/BSA。
[0183] 因为信息的取样速率、
统计显著性和准确性与一位置处的用户密度成比例，
所以
将频繁地校准具有较高用户密度的受欢迎位置。因此，
此类基于群众的校准系统可优化自
身到用户所位于之处和/或位置服务重复地使用之处。相比之下，
通常基于网络几何结构或
信号传播模型的一些度量来校准现有系统，
所述指标可能不反映使用型样。另外，
UE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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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的受欢迎位置还将倾向于具有最新、
统计显著且准确的信息。另外，
在与本文中揭示的
实施例一致的系统的部署期间，
可快速地基于较频繁搜集的测量获得受欢迎位置的FLC信
息，
从而有助于部署。
[0184] 在一些实施例中，
摄影数据和测量还可通过“战争驾驶”收集和/或补充。在战争驾
驶中，
用户可捕获图像，
进行传感器测量和进行无线信号的测量，
其可与UE位置相关以获得
地图。
收集的测量可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测量聚集和/或用以补充和/或代替存储在数据库
中的测量和/或更新现有地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诱导UE用户(例如，
需要测量/制图的位
置或路线附近的用户)行进到所述位置和/或采用指定路线。举例来说，
针对所要的位置附
近或沿所述路线的建立的呈现金奖励、
回扣、
免费飞行时间或鼓励形式的奖励可用作鼓励。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获得用户同意以在智能电话上安装可定期对服务器250报告测量结果
的应用程序。
[0185] 在一些实施例中，
提供到UE 100的地图中的信息可包含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的
指示：
信号的检测的可能性、
在UE 100的估计的位置处的信号的可能准确性连同UE 100 的
初始位置不确定性的估计。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提供到UE 100的地图还可包含以下各者
中的一或多者的指示：
LOS条件的可能性、
长多路径条件的缺少和/或UE 100 处于长还是短
阴影区中的确定。地图可包含如eNodeB天线位置、
天线方向图和输出功率的简单标注，
使得
UE可用一阶模型执行简单链接分析。另外，
地图可含有此一阶模型与含有较高阶校正项的
更局部化的模型之间的差异。
[0186] 现在对图10进行参看，
其为说明使得能够支持混合照片地图绘制和导航的服务器
250的示意性框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也可提供对位置确定和众包地图产生和导
航的支持。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可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通过提供包含分
层地图的位置辅助信息来支持位置确定。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 可以与所揭示
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基于由一或多个UD 100报告的测量和信息更新数据库(例如，
BSA、
地
图和/或配置数据库)。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250可包含(例如)可操作性地与一或多个连
接1056(例如，
总线、线、
纤维、
连结等)耦合的一或多个处理单元1052、存储器1054、存储装
置1060和(如适用的)通信接口1090(例如，
缆线或无线网络接口)。在某些实例实施方案中，
服务器250的某一部分可呈芯片组和/或类似者的形式。
[0187] 通信接口1090可包含支持有线发射和/或接收的多种有线和无线连接，
并且，
如果
需要，
可另外或替代地支持一或多个信号通过一或多个类型的无线通信网络的发射和接
收。通信接口1090还可包含用于与各种其它计算机和周边装置通信的接口。举例来说，
在一
个实施例中，
通信接口1090可包括网络接口卡、输入-输出卡、
芯片和/或实施由服务器250
执行的通信功能中的一或多者的ASIC。在一些实施例中，
通信接口1090也可与网络230接合
以获得多种与网络配置有关的信息，
例如，
PCI、
配置的PRS信息和/ 或由网络中的基站使用
的时序信息。举例来说，
通信接口1090可使用在3GPP TS 36 .455 或此协议的修订中定义的
LPP附录(LPPa)协议以从网络230中的基站获得PCI、
配置的 PRS、
时序和/或其它信息。
处理
单元1052可以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方式使用接收到的信息中的一些或全部以产生位
置辅助数据。
[0188] 可使用硬件、
固件与软件的组合实施处理单元1052。在一些实施例中 ，
处理单元
1052可包含服务器位置辅助数据模块1066，
其可产生用于发射到UD 100的位置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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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分层地图) ，
具有多路径和可见性信息、空间可变FLC数据、PRS时序和静音辅助信息
等。在一些实施例中，
服务器位置辅助数据模块1066也可产生用于发射到UD 100 的位置辅
助信息。
处理单元1052也可能够直接或与图10中展示的一或多个其它功能块一起处理各种
其它LPP/LPPe辅助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052可产生位置辅助信息，
作为长期演
进(LTE)定位协议(LPP)或LPP扩展(LPPe)消息。
[0189]
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052可进一步包括位置确定模块(未图示) ，
所述
模块可使用由UE 100从测量获得的信息来确定UE 100的位置和位置不确定性估计。
[0190]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052还可包括数据库更新模块1068，
所述模块可使由
UE 100进行的测量与对应的位置估计和位置不确定性估计相关并且更新一或多个BSA 和/
或校准数据库。举例来说，
对于从UE 100接收的测量，
BSA更新模块1068可基于与测量相关
联的位置估计和/或位置不确定性估计聚集接收到的测量信息与存储的BSA 数据。位置估
计和位置不确定性估计可由UE 100确定和从所述UE接收，
由服务器250 (例如，
由服务器
250上的PDM)或由另一网络实体确定。
[0191]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处理单元1052可表示可配置以执行与服务器250的操作有关的
数据信号计算程序或过程的至少一部分的一或多个电路。
[0192] 图11展示与所揭示的实施例一致的混合照片制图的示范性方法的流程图1100。
在
一些实施例中，
方法1100可由UE 100和/或无线耦合到UE 100的服务器执行。在一些实施例
中，
方法1100可由UE 100、
服务器250或其某一组合执行。
[0193]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步骤1110中，
当穿越结构附近的多个位置时，
可捕获所述结构
的外部的多个图像。
[0194] 在步骤1120中，
可在图像捕获的短时间窗内捕获多个测量集合，
其中每一测量集
合对应于至少一个图像且包括惯性测量单元(IMU)测量或具有用于可用无线测量的校正信
息的所述无线测量中的至少一者。
[0195] 在一些实施例中，
无线测量可包括：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
其包括差分校
正代码和载波相位可观测量，
且其中用于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
者：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和GNSS大气压校正。
[0196]
另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
用于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由UE从网络服务器接收。举例来
说，
UE可将未校正的无线测量发送到网络服务器和从网络服务器接收经校正的无线测量信
息。在一些实施例中，
用于无线测量的校正信息可包括用于UE的天线方向图信息。
[0197] 无线测量可进一步包括无线广域网(WWAN)测量，
其包括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
观测到达时间差(OTDOA)测量，
或参考信号时间差(RSTD)测量，
或高级前向链路三边测量
(AFLT)测量，
或混合AFLT测量。
[0198] 接下来，
在步骤1130中，
可部分基于捕获的图像和对应的多个测量集合估计结构
的3D结构包络和/或UE的轨迹。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通过以下操作来估计UE的轨迹：
针对轨
迹上的位置子集中的每一位置，
将以下各者中的一或多者应用到在所述位置处的 GNSS测
量：
GNSS代码和载波差分校正、
GNSS精确轨道和时钟信息或GNSS大气压校正；
针对所述子集
中的每一位置，
基于经校正的GNSS测量获得对应的经校正位置；
和部分基于对应于所述子
集中的每一位置的经校正位置确定轨迹。
[0199]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通过以下操作来确定UE的估计的轨迹和结构的3D结构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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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觉同时定位与制图(VSLAM)技术应用于结构的多个图像的子集以确定场景几何形状和
UE相对于所述子集中的每一图像和场景几何形状的6自由度(6DOF)姿势，
所述姿势是基于
所述图像子集中的关键点确定；
和部分基于场景几何形状获得结构的外部3D 结构包络；
和
部分基于估计的6DOF姿势获得估计的轨迹。举例来说，
可通过将6DOF 姿势提供到扩展卡尔
曼滤波器(EKF)来获得估计的轨迹，
其中EKF部分基于6DOF姿势、IMU测量和可用的无线测
量确定UE在绝对坐标中的姿势。
[0200] 在步骤1140中，
可将UE的估计的轨迹和3D结构包络、
捕获的图像和/或对应的测量
集合中的一或多者发送到无线耦合到UE的服务器。
[0201] 在步骤1150中，
对齐到绝对坐标的UE的经校正轨迹和结构的3D结构包络可由 UE
接收。对齐到绝对坐标的接收到的经校正轨迹和/或结构包络可部分基于UE的估计的轨迹
和/或捕获的图像和/或测量集合。经校正轨迹可对应于UE的闭合回路轨迹。另外，
在一些实
施例中，
对齐到绝对坐标的经校正轨迹和结构的3D结构包络可与包括经校正轨迹和3D结构
包络的室外地图一起接收，
其中室外地图可包括对齐到绝对坐标的多个地图层。
[0202] 在一些实施例中，
多个层可包含以下中的至少两者：
平面图地图；
或3D结构地图 ，
具有用于相邻结构的外部3D结构包络信息；
与结构相关联的WWAN信号的衰减或延迟，
或针
对结构附近的WWAN信号强度的任何变化的标注；
或视线(LOS)地图层，
指示针对地图上的第
一多个绝对坐标中的每一绝对坐标在相对于绝对坐标的视线中的对应的 WLAN天线。
[0203] 本文中在流程图和消息流中描述的方法可取决于应用由各种装置实施。
举例来
说，
这些方法可以硬件、固件、软件或其任何组合实施。对于硬件实施方案，
处理单元1152
可实施于一或多个专 用集成电 路 (ASIC)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数字信号处理装置
(DSPD)、
可编程逻辑装置(PLD)、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处理器、
控制器、
微控制器、
微处
理器、
电子装置、
经设计以执行本文中所描述功能的其它电子单元或其组合内。
[0204] 尽管出于指导性目的，
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
但本发明不限于此。在不脱
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作出各种改编和修改。因此，
所附权利要求书的精神和范围不
应限于前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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