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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management system (120) which stores a parking lot map, and identifiers (ID) and position coordinates of the signal transce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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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s, and receive communication signals transmitted by the mobile positioning devices (140) and feed back acknowledgement sig
nals; the mobile positioning devices (140) which are wirelessly connected to the parking lot management system (120), transmit the
communication signals and receive the acknowledgement signals ：from the signal transceiving devices (130), position the mobile po
sitioning devices (140) according to the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ignals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acknowledgement signals of the mobile positioning devices (140), identify the mobile positioning devices (140) and vacant park
ing spaces on the parking lot map, and navigate the vehicles to the vacant parking spaces. In the indoor positioning navigation sys
tem (100), the time differences of the signal transceiving devices (130) do not need to be unified, and each mobile positioning device
(140) has an independent signal processing module (143) which i s able to individually process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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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信号收发装置 （130 ) 、移动定位装置 （140) 以及室内定位导航方法，其中，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 包括：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 ，存储停车场地图、信号收发装置 （130 ) 标识符 ID
及其位置坐标；车位探测器 （110 ) ，设置在车位上，探测车位上是否有车辆；信号收发装置 （130 ) ，间隔
安装在停车场顶棚、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接收移动定位装置 （140 ) 发射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移
动定位装置 （140 ) ，通过无线方式与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 连接，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信号收发装置
( 130 ) 的确认信号，根据移动定位装置 （140 )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对移动定位装置
( 140 ) 定位，对移动定位装置 （140) 以及空闲车位在停车场地图上进行标识，将车辆导航到空闲车位。在
室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 中，信号收发装置 （130 ) 的时差无需统一，每个移动定位装置 （140 ) 有独立信号
处理模块 （143 ) ，能够单独对信号进行处理。



信号收发装置、移动定位装置、室内定位导航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定位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信号收发装置、移动定

位装置、室内定位导航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目前，定位技术通常采用无线信号定位，主要包括以 GPS 为代表的定位

系统和以移动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无线网络定位系统。

在 GPS 定位系统中，车辆通过与之相连的 GPS 接收终端，同时接收至少

三颗 GPS 卫星发射的定位信号，控制中心 （监控站）根据定位信号的接收情

况，计算出该车辆所处的经纬度和高度坐标而实现定位，为了保证定位的准

确性，该种系统多颗卫星的时钟需统一，使得多颗卫星同时发生信号，且不

适合在有遮挡物的地方 （例如室内，低下停车场等）且存在大于 10 米以上的

误差，不适合较小范围的精确定位；

在移动通信网络定位系统中，包括安装在车内的移动通信终端 （移动通

信的收发模块）和设置在路线上的多个基站，将移动通信终端与基站的通信

信号传输给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通过通信信号的强度 （例如接收信号强度指

示符或者 RSSI), 计算 目标设备在网络中的位置各种复杂的测距、测向来确定

车辆的位置，该种系统不适合在基站信号不好或者没有基站的偏远地区进行

定位。

上述两种系统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缺点：

第一，均采用一个控制中心，处理车辆 内移动通信终端所反馈的信号，

当很多车辆使用该系统，增加了控制中心的负担，影响了信号反馈和信号处

理的及时性；

第二，目前，很多停车场的面积非常大，要找到空位变得越来越困难，

导致车辆在寻找车位的过程中，浪费大量的时间和能源，上述两种系统仅仅

对车辆位置进行定位，并不能够导航车辆到空位。



发明内容

鉴于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无需调整时差 、信号处理及时

性好且能够导航车辆到车库空位 的信号收发装置 、移动定位装置 、室 内定位

导航系统及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 ，提供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车位探测

器 ，设置在停车场 的每一个车位上 ，用于探测车位上是否有车辆 ，当车位被

占用时，将车位 占用信号发送给停车场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存储有

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闲

车位进行空闲标识 ，当停车场管理系统接到车位探测器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号

时，对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 ，消除该车位 的空闲标识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

间隔 （请给 出数值范围）安装在在停车场 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与

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其 中，停车场管理系统还存储有每个

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无线方式与移

动定位装置通信后 ，使得移动定位装置开始发射通讯信号，信号收发装置接

收所述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根据所述移动定位装

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对移动定位装置进行

定位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

定位装置到空闲车位 的行车路径 ，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到空闲车位 ，其 中，

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

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个方面 ，提供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车位探

测器 ，设置在停车场 的每一个车位上 ，用于探测车位上是否有车辆 ，当车位

被 占用时，将车位 占用信号发送给停车场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存储

有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

闲车位进行空闲标识 ，当停车场管理系统接到车位探测器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

号时，对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消除该车位 的空闲标识；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

间隔安装在在停车场 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

动定位装置连接 ，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具有一个标识符 I D，多个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存储在停车场管理系统中，接收移动定位装置发

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移动定位装置 ；移动定位装置 ，通过无线方

式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 ，从停车场管理系统下载停车场地 图，向信号收发

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根据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

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在
停车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到空闲车位 的行车路径 ，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到空闲车位 ，其 中，所述通讯

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

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

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根据本发 明的第三方面 ，提供一种信号收发装置 ，用于安装在停车场 的

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每个

信号收发装置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通过标识符 I D可 以获得所述信号收发装

置 的在停车场的位置坐标 ，所述标识符 I D与其位置坐标存储在停车场管理系

统 中，所述信号发生装置包括 ：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能够接收和发射信号 ，

能够接收进入停车场 的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

移动定位装置 ；第一时钟模块 ，对第一信号收发模块接收反射信号和发 出确

认信号的两个时刻进行计时，以计量上述两个时刻 的延时时间，其 中，所述

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

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

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根据本发 明的第 四方面 ，提供一种移动定位装置 ，用于安装在车辆或者

诸如手机 的手持设备上 ，包括 ：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分别与车辆管理系统和

信号收发装置无线连接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后 ，开始 以发散传播方式 向

安装在停车场 内的多个信号收发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并接受其反馈 的确认信

号，其 中，每一个移动定位装置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

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

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

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第二时钟模块 ，对第二信号收发模块发射通讯

信号和接 收确认信号的时刻进行计时；信号处理模块 ，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



块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分别确定移动定位装

置与所述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距离 ，利用所述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位置坐标

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并将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传输到显示

模块 ；显示模块 ，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块从停车场管理系统下载停车场地 图，

接收信号处理模块传来 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并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

标记显示 ，将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分别作为起始地和 目的地 ，显示两者

之 间的行车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到空闲车位 。

根据本发 明的第 四个方面 ，提供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 ，包括 ：车辆进

入停车场时，停车场管理系统与车辆 内的移动定位装置无线连接 ，发送停车

场地 图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该移动定位装置开始发射通讯信号，其 中，所述

发射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设置在停车场的顶棚 、侧壁或

者车库支柱上 的多个信号收发装置接收到上述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

并反馈确认信号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

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多台信号收发装置 的确认信

号被上述移动定位装置接收，根据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

号的时间差，采用时差法确定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与移动定位装置 的距离 ;

根据上述各信号收发装置 的位置坐标 ，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即，

对车辆进行定位 ；将移动定位装置 、空闲车位及两者之 间的行车路径在停车

场地 图上进行标识 ，将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车辆导航到空闲车位 。

本发 明所述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的信号收发装置之 间不需要统一时钟 ，能

够采用时差法对车辆精确定位 ，且每一个移动定位装置都能够单独对接收的

信号进行处理 ，避免 了采用一个控制 中心处理车辆 内移动通信终端所反馈 的

信号，提高信号反馈和信号处理的及时性 。

另外 ，该系统不仅仅可 以定位车辆 的位置 ，还可 以定位人 的位置 ，车主

只要拿有安装移动定位装置 的手持设备 （手机或者平板 ），就可 以轻松的找到

自己车的停车位置 。

附图说明

通过参考 以下具体实施方式及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并且结合 附图，本发 明



的其它 目的及结果将更加 明白且易于理解 。在 附图中：

图 1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的构成框 图；

图 2 是本发 明信号收发装置 的构成框 图；

图 3 是本发 明信号收发装置安装 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移动定位装置 的构成框 图；

图 5 是本发 明移动定位装置 的显示模块 的界面 的示意 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一个实施例 的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的流程 图；

图 8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 中车辆定位 的示意图；

图 9 是车主通过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找到车辆停车位置方法的流程

图。

在 附图中，相 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似或相应 的特征或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在下面 的描述 中，出于说 明的 目的，为 了提供对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的全

面理解 ，阐述 了许多具体细节 。然而 ，很 明显，也可 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

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实施例 。在其它例子 中，为 了便于描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

公知的结构和设备 以方框 图的形式示 出。

下面将参照附图来对根据本发 明的各个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

图 1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的构成框 图，如图 1 所示，所述室 内定

位导航系统 100 包括

车位探测器 110，设置在停车场的每一个车位上 ，用于探测车位上是否有

车辆 ，当车位被 占用时，将车位 占用信号发送给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存储有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及其

位置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闲车位进行空闲标识 （如 图 5 中的 " 0 " ) ，

当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接到车位探测器 110 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号时，对停车

场地 图进行更新，消除该车位 的空闲标识 ；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间隔安装在在停车场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

上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

其 中，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还存储有每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通过无线方式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通信

后 ，使得移动定位装置 140 开始发射通讯信号，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所述

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根据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采用时差法对移动定位装置 140

进行定位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 140 和空闲车位进行标识并显示

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 到空闲车位 的行车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 140 导航到

空闲车位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

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

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优选地，信号收发装置 130 安装在停车场侧壁或者车库支柱 的较高位置 ，

所述较高位置是保证车辆 的车高不妨碍信号收发装置 130 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通信的位置 。

另外 ，优选地，至少三 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该信号收发模块

另外 ，优选地，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的停车场地 图周期性更新 （例如 30s

更新一次 ）或实时更新，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下载的停车场地 图也 同步更新 ，

防止 出现车辆开走空闲车位未标记和车辆停放空闲车位被 占未标记 的状况 。

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通过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多

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该发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采用时差法来确

定信号收发装置 130 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距离，不需要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时钟统一， ，无需调整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时差，因此提高了采用时

差法定位 的简单性和准确性 。另外，每一个移动定位装置 140 能够单独对接

收的信号进行处理 ，避免 了采用一个控制 中心处理停车场 内所有移动定位装

置所反馈 的信号，加强了信号反馈和处理的及时性 。

图 2 是本发 明信号收发装置 的构成框 图，图 3 是本发 明信号收发装置安

装 的示意 图，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所述信号收发装置 130 用于安装在停车场

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与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和移动定位装置 140

连接 ，每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 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通过标识符 I D可 以获得

该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在停车场 的位置坐标，该标识符 I D与其位置坐标存储



在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中，该信号发生装置 130 包括 ：

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131，能够接收和发射信号，接收进入停车场 的移动定

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其 中，

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

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第一时钟模块 132，对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13 1接 收反射信号和发 出确认信

号的两个时刻进行计时，以计量上述两个时刻的延时时间。

图 4 是本发 明移动定位装置 的构成框 图，如 图 4 所示 ，所示移动定位装

置 140 包括 ，用于安装在车辆或者手持设备 （手机 、iPad 、汽车遥控钥匙等 ）

上 ，包括 ：

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分别与车辆管理系统和信号收发装置无线通信 ，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连接后，开始 以发散传播方式 向安装在停车场 内的多

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发射通讯信号并接受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其 中，每一个

移动定位装置 140 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

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

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第二时钟模块 142，对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

号的时刻进行计时；

信号处理模块 143，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

信号的时间差，采用时差法分别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所述多个信号收发

装置 130 的距离，利用所述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标确定移动定位

装置 的位置坐标 （具体地，将在 图 8 的说 明中进行详细描述），并将该移动定

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传输到显示模块 144，其 中，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信号

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

L = V * (T -T - T ) / 2

其 中， 为信号传输速度 ， 为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的时刻 ，

为移动定位装置 140 接收到确认信号的时刻， τ 为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

通讯信号到发 出确认信号的延时；



显示模块 144，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 从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下载停

车场地 图，接收信号处理模块 143 传来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并

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标记显示，将移动定位装置 140 和空闲车位分别作为起

始地和 目的地，显示两者之 间的行车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 140 导航到空闲

车位如图 5 所示，显示模块 144 显示的停车场地 图中，以 " 0 " 表示空闲车

位 （车位 的空闲标识 ），以 " 譬" 表示安装移动定位装置需要导航 的车辆 。

优选地，信号收发模块 141，通过无线局域网、移动通信 网等与停车场管

理系统 120 连接 ，通过射频和无线网络与信号收发装置 130 无线连接 。

另外 ，优选地，信号收发模块 141 周期性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至少三 台

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发射 的确认信号；

优选地，信号处理模块 143 还计算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空闲车位 的距离 ，

确定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距离最近 的空闲车位 ，并将该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

导入到显示模块 144 。

另外 ，优选地，显示模块 144 根据信号处理模块 143 确定的移动定位装

置 140 和距离其最近 的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将安装有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

车辆导航到距离其最近 的空闲车位 。

另外 ，优选地，移动定位装置 140 还包括语音模块 ，通过语音提示将移

动定位装置 140 导航到空闲车位 。

当有多辆车辆进入停车场时，为 了增加车辆定位 的准确性 ，优选地 ，移

动定位装置 140 还包括判断单元 ，判断确认信号 中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

识符 I D 与该车辆 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标识符 I D 是否一致 ，一致时，将确认

信号传输给车辆 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中的信号处理模块 143，以免 出现将接收

到的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发送给其他车辆 的确认信号用于本车辆定位 的情形 。

图 6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如图 6 所示，该

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包括 ：

车位探测器 110，为红外车位探测器 、地磁车位探测器和超声波车位传感

器 中的一种或多种 ，设置在停车场 的每一个车位上 ，当车位被 占用时，通过

无线方式将车位 占用的信号传输给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对其存储 的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消除该车位 的空闲标识 。

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存储有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 及其



位置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闲车位进行空闲标识，当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接到车位探测器 110 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号时，对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消除

该车位 的空闲标识 ；

信号收发装置 130，包括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131 和第一时钟模块 132，间

隔设置在停车场行车道上方 的顶棚 ，当接收到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发射通讯

信号时反馈确认信号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其 中，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通

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 在 10ps 至 50ns 范围内；

移动定位装置 140，通过无线 网络或者射频传输连接到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对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车辆进行定位 ，并将其导航到最近 的空

闲车位 ，包括 ：

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通过射频传输或者无线网络传输与停车场管理系

统 120 连接 ，车辆进入停车场后，开始周期性发射通讯信号，通过射频传输

或者无线 网络传输接收至少三 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反馈 的确认信号，并将其传

输到信号处理模块 143;

第二时钟模块 142，对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141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

号的时刻进行计时，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传输给信号处理模块 143;

信号处理模块 143 ，为 中央处理器 ，例如，单片机 、ARM 、DSP 、PLC

或 MCU ，利用信号收发模块 141 发射通讯信号与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

用时差法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 ，根据确认信号

中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获得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标，从而确定

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通过信号收发模块 130 从停车场管理系统下

载停车场地 图，并根据停车场地 图中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 ，判断离车辆最近

的空闲车位 ，将该空闲车车位和移动定位装置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标识；

显示模块 144，包括 Wifi 、蓝牙和 USB 接 口中的一种或多种，通过有线或

者无线方式实现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车辆 的导航设备 （行车记录仪、导航仪

等 ）的连接 ，将信号处理模块 143 的移动定位装置及距离其最近 的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和标识后 的停车场地 图传输到车辆 的导航设备 ，分别将移动定位

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和距离其最近 的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设置成起始地和 目

的地，将车辆导航到距离其最近 的空闲车位 ，

其 中，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131 和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141 可 以为射频收发



器 、无线 网络模块 （例如，Zigbee 模块 、GMS 模块 、CDMA 模块 、Wifi 网络热

点、蓝牙 网络热点等) 和超声波探测器 中的一种或多种 ；

第一时钟模块 132 和第二时钟模块 142 可 以为 ACAM 公司的 GP30, 其计时

精度能够达到 1 0 11秒 ，信号传播速度为光速 108m/ s，则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

统的定位精度和导航精度可 以达到毫米级 。

优选地，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的显示模块 143 还包括与手持设备 （例

如手机 、平板等 ）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连接 的接 口，例如 Wifi 、蓝牙和 SIM 接

口等，利用手机 内的导航软件 即可将车主导航到车辆 的停车位 。

另外 ，优选地，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 100 的显示模块 143 还包括诸如行车

记录仪、导航仪的导航设备 ，用于不具有导航设备的车辆上 。

图 7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的流程 图，图 8 是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

方法 中车辆定位 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所述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包括 ：

首先 ，在步骤 S710 中，车辆进入停车场时，停车场管理系统 120 与车辆

内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无线连接 ，发送停车场地 图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并

使得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其 中，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

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每一个移动定位装置 140 具有唯一的

标识符 ID, ；

在步骤 S720 中，设置在停车场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的多个信号

收发装置 130 接收到上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

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其 中，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

置 140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

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

在步骤 S730 中，多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确认信号被移动定位装置 140

接收，根据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采用

时差法确定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 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距离 ，优选地 ，

可 以采用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与其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减去延

时 并与信号传输速度 的乘积 的一半作为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也可 以采用信号收发装置 130 接收到通讯信号和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的时间差与信号传输速度 的乘积作为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信

号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也可 以采用移动定位装置 140 接收到确认信号和信



号收发装置 130 发射确认信号 的时 间差与信号传输速度 的乘积作为移动定位

装置 140 与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 ，也可 以采用上述三种方法结合 （例如

求平均值 ）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140 与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距离 ；

确定 了各信号收发装置 130 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距离后 ，在步骤 S740

中，根据上述各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标 ，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

置坐标 ， ，对车辆进行定位 ，具体地 ，分别 以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

标为 圆心 ，以其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距离为半径 画圆，多个 圆的交叉点 的

坐标 即为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 ，也是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

车辆 的位置坐标 ， 以移动定位装置 140 接 收到三 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确认

信号为例进行说 明，如 图 8 所示 ，分别 以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标为 圆

心 ，以其与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距离为半径画圆，三个 圆的交叉 点即为移动

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 ，也是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车辆 的位置坐

标 ，需要注意 的是 ，当车辆在一侧为停车位 一侧为安装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

墙壁 的行车道上行驶时，移动定位装置 140 接 收两 台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确

认信号 即可得到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 ，这是 因为分别 以墙壁上两 台

信号收发装置 130 的位置坐标为 圆心 的两个 圆的其 中一个 交点超 出停车场 的

范 围，因此存在 唯一 的交点 ；

对车辆定位 以后 ，在步骤 S750 中，将移动定位装置 140 、空 闲车位及两者

之 间的行车路径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标识 ，将 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车辆

导航到空 闲车位 。

优选地 ，所述室 内定位 导航方法还包括 ：根据车辆和空 闲车位 的位置坐

标 ，计算车辆 与空 闲车位 的距离 ，确 定距离车辆最近 的空 闲车位 ，将车辆 导

航 到该空 闲车位上 。

本发 明室 内定位 导航方法 ，能够 自动将 车辆 导航 到空 闲车位 ，在 面积大

的停车场 中，节约 了车辆在寻找车位 的时间和能源 。

图 9 是车主通过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找到车辆停车位置 的方法 的流

程 图，如 图 9 所示 ，车主通过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 系统找到车辆停车位置 的

方法包括 ：

首先 ，在步骤 S910 中，将两 台移动定位装置 140 分别安装到车主 的手持

设备 （手机 、平板 、汽车遥控钥匙等 ）和车辆上 ；



在步骤 S920 中，通过信号收发装置 140 和车辆 的移动定位装置 130 将车

辆导航到空闲车位

车辆停放到空闲车位后，在步骤 S930 中，上述车位 的位置坐标保存至手

持设备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内；

车主返 回停车场时，在步骤 S940 中，通过信号收发装置 130 和手持设备

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对车主的位置进行定位 ；

在步骤 S950 中，根据手持设备 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保存 的车辆停放车位

的位置坐标，将车主导航到该车位 。

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能够导航车主到停车位 ，节约 了车主在寻找停

车位停放 的车辆 的时间。

上述实施例给 出了本发 明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应用到停车场 的情形 ，但是

本发 明并不限于此 ，上述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可 以应用到商场或超市，将购物

人员导航到需求商 品的位置 ，具体地 ，应用于商场或者超市的室 内定位导航

系统包括 ：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安装在商场或者超市 内，与商场或超市的服务器

和移动定位装置 140 连接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

认信号给移动定位装置 140，其 中，所述服务器存储有商场或者超市的地 图、

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 以及所有商 品的标识符 I D 及

其位置坐标，所述商品的标识符 I D，可 以是商 品的名称 、RFID 码 、二维码等 ，

不 同种类商品具有不 同的标识符 ID;

移动定位装置 140，安装在购物人员的手持设备 （例如手机 ）或者购物车

上 ，通过移动定位装置 的显示模块或手持设备或购物车 的触摸屏输入需购商

品的标识符，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 通过无线方式与商场或者超市的服务器

连接 ，从所述服务器下载商场或超市的地 图，向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发射通讯

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根据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

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在商场

或超市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 140 和需购商品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

装置 140 到需购商 品的行走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 140 导航到需购商 品的位

置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



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

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同样 的，本发 明所述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也可 以应用到小区内，尤其是大

型小区，对人员或车辆进行定位 ，将该人员或车辆导航到 目的地 ，具体地 ，

应用到小区的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130，安装在小区内（例如小区门口），与小区的服务器

和移动定位装置 140 连接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

认信号给移动定位装置 140，其 中，所述服务器存储有小区的地 图、每一个信

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 以及小区内每一个 区域 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所述 区域的标识符 I D，可 以是名称 、门牌号、楼号或者二维

码等，不 同区域具有不 同的标识符 I D，例如每栋楼 的标识符可 以是楼号，每

户 的标识符可 以使 门牌号，小区内停车场 的标识符可 以是名称 ；

移动定位装置 140，安装在人员的手持设备 （例如手机 ）或车辆上，通过

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显示模块或手持设备输入想到区域 的标识符 ，所述移动

定位装置 140 通过无线方式与小区的服务器连接 ，从所述服务器下载小区的

地 图，向信号收发装置 130 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根据移

动定位装置 140 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采用时差法确定移

动定位装置 140 的位置坐标 ，在小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 140 和所述 区域

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140 到所述 区域 的行走路径，将移动定位

装置 140 导航到所述 区域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

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140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

号收发装置 130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尽管前面公开 的内容示 出了本发 明的示例性实施例 ，但是应 当注意，在

不背离权利要求限定的范围的前提下，可 以进行多种改变和修改。根据这里

描述 的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权利要求的功能、步骤和/或动作不需以任何特定顺

序执行 。此外 ，尽管本发 明的元素可 以以个体形式描述或要求 ，但是也可 以

设想具有多个元素 ，除非 明确限制为单个元素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

车位探测器 ，设置在停车场 的每一个车位上 ，用于探测车位上是否有车

辆 ，当车位被 占用时，将车位 占用信号发送给停车场管理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存储有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

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闲车位进行空闲标识 ，当停车场管理系统接到车

位探测器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号时，对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 ，消除该车位 的空

闲标识；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间隔安装在在停车场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

其 中，停车场管理系统还存储有每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

坐标 ，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无线方式与移动定位装置通信 ，移动定位装置从

停车场管理系统下载停车场地 图并 向信号收发装置发射通讯信号，信号收发

装置接收所述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移动定位装置

根据所述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

对移动定位装置进行定位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进行

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到空闲车位 的行车路径 ，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

到空闲车位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

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其 中，所述车位探测器为

红外车位探测器 、地磁车位探测器和超声波车位传感器 中的一种或多种 。

3. 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

车位探测器 ，设置在停车场 的每一个车位上 ，用于探测车位上是否有车

辆 ，当车位被 占用时，将车位 占用信号发送给停车场管理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存储有停车场地 图和每一个车位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

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空闲车位进行空闲标识 ，当停车场管理系统接到车

位探测器发 出的车位 占用信号时，对停车场地 图进行更新 ，消除该车位 的空



闲标识；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间隔安装在在停车场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具有一个标识

符 I D，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位置坐标存储在停车场管理系统 中，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移动定位装置 ；

移动定位装置 ，通过无线方式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 ，从停车场管理系

统下载停车场地 图，向信号收发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

根据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确定

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在停车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进行

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到空闲车位 的行车路径 ，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

到空闲车位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

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4 . 一种信号收发装置 ，其 中，所述信号收发装置用于安装在停车场 的顶

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和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每个信

号收发装置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通过标识符 I D 可 以获得所述信号收发装置

的在停车场的位置坐标，所述标识符 I D 与其位置坐标存储在停车场管理系统

中，所述信号发生装置包括 ：

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能够接收和发射信号，能够接收进入停车场 的移动

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

第一时钟模块 ，对第一信号收发模块接 收发射信号和发 出确认信号的两

个时刻进行计时，以计量上述两个时刻之间的延时时间，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

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信号收发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一信号收发模块

为射频收发器 、无线网络模块或超声波收发器 。

6 . —种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移动定位装置 ，用于安装在车辆或者

手持设备上，包括 ：



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分别与车辆管理系统和信号收发装置无线连接 ，与

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后 ，开始 以发散传播方式 向安装在停车场 内的多个信号

收发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并接受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其 中，每一个移动定位装

置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I D，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

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

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第二时钟模块 ，对第二信号收发模块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

刻进行计时；

信号处理模块 ，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块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

时间差，采用时差法分别确定移动定位装置与所述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距离，

利用所述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位置坐标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并将

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传输到显示模块 ；

显示模块 ，通过第二信号收发模块从停车场管理系统下载停车场地 图，

接收信号处理模块传来 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并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

标记显示 ，将移动定位装置和空闲车位分别作为起始地和 目的地 ，显示两者

之 间的行车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到空闲车位 。

7.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第二信号收发模块

为射频收发器 、无线网络模块或超声波收发器 。

8.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信号处理模块为单

片机 、ARM 、 DSP 、 PLC 或 MCU 。

9.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显示模块包括 Wif i 、

蓝牙、USB 接 口、SIM 接 口中的一种或多种，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实现移动

定位装置与车辆 的导航设备或手持设备 的连接 ，利用车辆 的导航设备或者手

持设备的导航软件对车辆进行导航 。

10.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移动定位装置还

包括判断单元，判断接收的确认信号 中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与该车辆

的移动定位装置标识符 I D是否一致 ，一致时，将确认信号传输给车辆 的移动

定位装置 中的信号处理模块 。

11. 一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安装在商场或者超市 内，与商场或超市的服务器和



移动定位装置连接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移

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服务器存储有商场或者超市的地 图、每一个信号收

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 以及所有商品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

移动定位装置 ，安装在购物人员的手持设备或者购物车上 ，通过移动定

位装置 的显示模块或手持设备或购物车 的触摸屏输入需购商 品的标识符 ，所

述移动定位装置通过无线方式与商场或者超市的服务器连接 ，从所述服务器

下载商场或超市的地 图，向信号收发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

信号，根据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

法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在商场或超市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需

购商 品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到需购商 品的行走路径 ，将移动定

位装置导航到需购商品的位置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

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12. —种室 内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

多个信号收发装置 ，安装在小区内，与小区的服务器和移动定位装置连

接 ，接收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所述服务器存储有小区的地 图、每一个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

置坐标 以及小区内每一个 区域的标识符 I D 及其位置坐标 ；

移动定位装置 ，安装在人员的手持设备或车辆上 ，通过移动定位装置 的

显示模块或手持设备输入想到区域 的标识符 ，所述移动定位装置通过无线方

式与小区的服务器连接 ，从所述服务器下载小区的地 图，向信号收发装置发

射通讯信号并接收其反馈 的确认信号，根据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

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在小区地

图上对移动定位装置和所述 区域进行标识并显示所述移动定位装置到所述 区

域 的行走路径，将移动定位装置导航到所述 区域 ，

其 中，所述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

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信号的信号收发装

置 的标识符 I D 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间。

13. —种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 ，包括 ：



车辆进入停车场时，停车场管理系统与车辆 内的移动定位装置无线连接 ，

发送停车场地 图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该移动定位装置开始发射通讯信号，其

中，所述发射通讯信号包括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D;

设置在停车场 的顶棚 、侧壁或者车库支柱上 的多个信号收发装置接收到

上述移动定位装置发射 的通讯信号并反馈确认信号给该移动定位装置 ，其 中，

所述确认信号包括发射通讯信号的移动定位装置 的标识符 I D、接收所述通讯

信号的信号收发装置 的标识符 I D及其接收通讯信号到反馈确认信号的延时时

间；

多台信号收发装置 的确认信号被上述移动定位装置接收，根据移动定位

装置发射通讯信号和接收确认信号的时间差 ，采用时差法确定每一个信号收

发装置与移动定位装置 的距离 ;

根据上述各信号收发装置 的位置坐标 ，确定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标 ，

即，对车辆进行定位 ；

将移动定位装置 、空闲车位及两者之 间的行车路径在停车场地 图上进行

标识，将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车辆导航到空闲车位 。

14.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其 中，还包括 ：

将两 台移动定位装置分别安装到车主 的手持设备和车辆上；

通过信号收发装置和车辆 的移动定位装置将车辆导航到空闲车位 ；

车辆停放到空闲车位后 ，该车位 的位置坐标保存至手持设备 的移动定位

装置 内；

车主返 回停车场时，通过信号收发装置和手持设备 的移动定位装置对车

主 的位置进行定位 ；

根据手持设备 的移动定位装置保存 的车辆停放车位 的位置坐标 ，将车主
导航到该车位 。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其 中，还包括 ：

根据车辆和空闲车位 的位置坐标 ，计算车辆与空闲车位 的距离 ，确定距

离车辆最近 的空闲车位 ，将车辆导航到该空闲车位上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其 中，所述对车辆进行

定位 的方法包括 ：分别 以信号收发装置 的位置坐标为 圆心，以其与移动定位

装置 的距离为半径画圆，多个 圆的交叉点的坐标 即为移动定位装置 的位置坐



标 ，也是安装有该移动定位装置 的车辆 的位置坐标 。

17.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室 内定位导航方法，其 中，所述信号收发装

置与移动定位装置 的距离 为 ：

L = V * (T -T ) / 2

其 中， 为信号传输速度 ， 为移动定位装置发射通讯信号的时刻 ，

为移动定位装置接收到确认信号的时刻， 为信号收发装置接收通讯信号到发

出确认信号的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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