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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WIFI传感和通信协

议的智能单点定位方法，该方法包括一个基于

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一个特定

射频组合和基于近端或远程在线实时单点定位

方法；本发明通过将特定射频组合的信号通过单

点wifi传感器收集到单点数据，进行实时定位方

法分析或发送到定位引擎进行统一的定位方法

分析；无线定位基站实时将数据传送至单点定位

中心，单点中心定位主机将实时分析这些单点参

数，一旦发现有异常现象，则发出单点预警信息；

本发明通过wifi传感器将所有单点参数进行共

享，通过Internet实现在线的实时单点定位；本

发明实现不借助任何第三方设备，直接对被定位

设备进行定位；本发明涉及单点定位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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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WIFI传感器的智能单点定位方法，包括一个无线射频组合、一个基于WIFI

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和一个近端或远程在线实时单点定位方法，其特性在于：

所述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包括，

(1)每个单点定位设备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射频天线的射频组合，用于实时收集设备

的信号；

(2)单点定位设备的WIFI传感器将射频定位数据传递到单点定位分析模型模块，同时

通过无线信号发送至无线控制中心，用于定位监控或预警；

(3)单点定位分析模型芯片对定位数据进行定位分析，或单点定位数据进行处理，打包

封装后，按照预定义好的格式，通过网络模块发送至位于Internet上的单点定位中心；

(4)单点定位分析模块和单点定位中心都可以对这些单点定位数据进行分析，并输出

范围内的每个被定位设备相对单点定位设备的X，Y位置信息，并通过实时定位分析，输出被

定位设备的路径和轨迹，一旦发现所定位的数据偏离预先设定的标准或正常范围，则立即

向有关单位进行预警；

所述远程在线实时单点定位方法为，

通过将监控的定位数据进行共享，并提供Internet访问，单点定位人员就可以通过PC

访问Internet实时在线获取定位数据，也可以使用移动终端设备通过WIFI连接Internet获

得实时的定位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

模型中WIFI传感器将数据首先发往无线控制站，用于定位监控或预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点定位无线基站可以管理多个WIFI

传感器，并相互之间实行定位区域的无缝覆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WIFI传感器的智能单点定位方法

的智能性体现在WIFI传感器网络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在线实时单点定位方法可以通过

Web的方式访问单点定位中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在线实时单点定位方法，可以实

现单点设备的中心定位及定位信息的汇总和分析，同时可以支持移动设备通过WIFI的方式

访问单点定位中心，查询当前实时的或历史的定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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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WIFI传感器的单点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单点定位领域；特别涉及对人员，物品的单点定位领域；具体是指一种

基于WIFI传感器的智能单点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WIFI传感器网络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最初是美国军方提出用以进行战场单点

定位的新技术，将大量的廉价传感器节点遍撒指定区域，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回监控中心，

监控区域内的所有信息就会尽收观察者的眼中了。

[0003] WIFI传感器网络相对于传统的网络，其最明显的特色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自

组织，自愈合”。自组织是指在WIFI传感器网络中不像传统网络需要人为指定拓扑结构，其

各个节点在部署之后可以自动探测邻居节点并形成网状的最终汇聚到网关节点的多跳路

由，整个过程不需人为干预。同时整个网络具有动态鲁棒性，在任何节点损坏，或加入新节

点时，网络都可以自动调节路由随时适应物理网络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自愈合特性。

[0004] 在人类生存定位日益恶化的今天，建立完整的单点定位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处理

分布在各处的定位检测点的数据传输问题一直是建立单点定位系统的难点，建立独立的无

线扩频系统和使用专线都有庞大的建设、运营费用问题。在环保系统中，常常需要对众多的

污染排放点进行实时监测，大部分监测数据需要实时发送到管理中心的后端服务器进行处

理。由于监测点分散，分布范围广，而且大多设置在定位较恶劣的地区，通过电话线传送数

据往往事倍功半。采用WIFI作为数据传输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0005] Wi-Fi是一种可以将个人电脑、手持设备(如pad、手机)等终端以无线方式互相连

接的技术，事实上它是一个高频无线电信号。[1]无线保真是一个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品

牌，由Wi-Fi联盟所持有。目的是改善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网路产品之间的互通性。

有人把使用IEEE  802.11系列协议的局域网就称为无线保真。甚至把无线保真等同于无线

网际网路(Wi-Fi是WLAN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WIFI传感器的智能单点定位方法，该方法包括一个全向和

1～N个定向天线的射频组合模型，以及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和一个远

程在线实时定位监控方法。

[0007] 射频组合模型实时向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发送无线信号，并

通过将WIFI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实时传送至定位监控中心，定位监控中心主机将实时分析这

些定位参数，一旦发现有异常现象，则发出定位预警信息。

[0008] 远程在线实时定位监控方法通过WIFI将所有定位参数进行共享，通过Internet实

现在线的实时定位监控。

[0009] 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原理如下：

[0010] 监测水定位的设备可包括温度传感器，COD分析仪、氨氮分析仪、总磷分析仪、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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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浊度分析仪等监控水定位参数的传感器或分析仪；监测空气定位的设备可包括有毒有

害气体监测仪，易燃、易爆气体监测分析仪器，气体传感器，粉尘浓度传感器，以及气温、湿

度等传感器等监控空气定位参数的传感器或分析仪。

[0011] 每个单点定位设备配备一个独立的基于WIFI传感器的定位站，用于监测数据，并

进行单点定位分析。基于WIFI传感器的定位站将监测数据和定位数据通过无线信号或有线

网路发送至无线控制站，无线控制站将单点定位数据进行处理，打包封装后，按照预定义好

的格式，通过WIFI模块发送至位于Internet上的定位监控中心。定位监控中心可以对这些

单点定位数据进行分析，一旦发现所监测的数据偏离预先设定的标准或正常范围，则立即

向有关单位进行预警。

[0012] 远程在线实时定位监控方法的原理如下：

[0013] 通过将监控的定位数据进行共享，并提供Internet访问，定位监控人员就可以通

过PC访问Internet实时在线获取定位数据，也可以使用移动终端设备通过WIFI连接

Internet获得实时的定位信息。由于定位监控中心可以将所有历史的定位数据进行存储，

因此定位监控人员也可以在线查询所有历史的定位信息，并和当前的定位数据进行相关分

析。

[0014] 本发明提出的单点定位方法的智能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0015] (1)本发明的单点定位方法完全区别于市场上的多点定位方法，不需要借助第二

个定位设备实现定位的智能设备。此智能设备的单点定位方法，是一个基于wifi传感和射

频组合的智能化单点定位方法.。

[0016] (2)本发明提出的WIFI传感器网络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性，当WIFI传感器和无线

控制基站距离较远，无法通讯时，WIFI传感器可自动的通过临近的WIFI传感器进行数据传

输；或者，当部分WIFI传感器不能工作时，其他WIFI传感器能够自动重新组网，保证数据传

输的不间断性。

[0017] (3)本发明的单点定位中心将记录所有历史的定位数据，单点定位中心不仅能够

实时监控当前定位数据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能够发现定位变化的异常，单点定位中

心将当前定位的变化情况与以往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当发现定位变化的规律出现异常

时，能够智能的进行顸警。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示意图。

[0019] 图2是远程在线实时定位监控方法原理图。

[0020] 图3是单点定位无线基站示意图。

[0021] 图4是单点定位射频组合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方法进行说明：

[0023] 参见图1所示，图1是基于WIFI传感器网络的单点定位分析模型示意图。

[0024] I1～I3监测I定位参数的单点定位设备及其WIFI传感器

[0025] II1～II2监测II定位参数的单点定位设备及其WIFI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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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III1～III2监测III定位参数的单点定位设备及其WIFI传感器

[0027] EMAC单点定位和分析中心

[0028] DB单点定位数据库

[0029] I1～I3，II1～II2以及III1～III2都将自己监测的数据传输给CAP，CAP单点定位

基站，定位的主要终端设备。CAP首先实现单点的定位分析，并通过WIFI服务将单点定位数

据传输给位于Internet上的EMAC，并将定位数据存储到DB。

[0030] 当I3和CAP的距离超出WIFI传感器传输的范围是可以通过II，I2，I2作为桥梁传输

给CAP。II2也是通过II1将定位数据传输给CAP。

[0031] 图2是远程在线实时定位监控方法原理图。

[0032] PC在线查询定位数据的个人电脑或笔记本

[0033] MD在线查询定位数据的移动设备，如PDA，手机等

[0034] EMAC单点定位和分析中心

[0035] DB单点定位数据库

[0036] 由于EMAC连接于Internet上，因此PC或MD可以访问EMAC，并访问到DB中的当前和

历史定位数据。MD将通过WIFI访问Internet，从而访问定位数据。

[0037] 图3是单点定位无线站的示意图。

[0038] 30单点定位无线基站；

[0039] 31单点定位设备和WIFI传感器；

[0040] 32无线控制基站将单点定位数据通过WIFI发往定位监控分析中心；

[0041] 301射频组合模块，用于定位数据接收；

[0042] 302单点分析模型模块，实现单点定位分析和处理；

[0043] 303电子签名及数据上报模块；

[0044] 一个单点定位无线基站30可以支持多个单点定位设备和WIFI传感器31，单点定位

设备和WIFI传感器31将单点定位数据通过无线信号传输给单点定位无线基站30，单点定位

数据由射频组合模块301接收，单点分析模型模块302进行处理和封装，电子签名及数据上

报模块303将按格式封装的单点定位数据发送到定位监控分析中心。

[0045] 图4是单点定位射频组合的示意图。

[0046] 40射频芯片，实现信号采集和处理；

[0047] 401射频全向天线，1个；

[0048] 402射频定向天线，1～N个，可以自由配置；

[0049] 一个射频芯片40实现射频信号的处理，以及与被定位的手机、IPAD及其他各种传

感器的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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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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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射频组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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