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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

三维空间定位装置，该装置包括周期性闪烁光源

和匀速旋转特定形状扇叶，扇叶所在平面与地面

平行，光源中心和扇叶中心的连线垂直于地面，

将多个装置部署在与地面平行的同一平面上，每

个装置的扇叶旋转周期和光源闪烁周期均不同。

本发明还提出了基于上述装置的三维空间定位

方法，待定位目标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不同光图

案的变化规律来判断偏离扇叶旋转轴心竖直线

的夹角和相对于各个扇叶中心线的方向夹角，再

由光源的位置从而确定待定位目位置。本发明具

有定位精度高、定位结果稳定、部署成本低、定位

目标硬件要求简单、能同时定位的目标数量多、

定位范围易扩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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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维空间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以下单元：

多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位于所述室内顶部，用于在所处的位置下方形成特定的旋

转光图案；每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都包含一个光源和一个特型扇叶：

所述特型扇叶由一片扇形叶片和一片三角形叶片组合而成，三角形叶片为等腰三角

形，其底边长D，其顶点到底边中点的距离等于扇形叶片半径等于R，扇形叶片的中线和三角

形叶片的中线相连构成特型扇叶的中线，扇形叶片的顶点和三角形叶片底边的中点都位于

特型扇叶的旋转轴心上；

所述光源位于特型扇叶单元的上方持续发光，光源中心与特型扇叶单元旋转轴心的连

线垂直于地面；光源发出的光被特型扇叶遮挡形成投影空间，投影空间上任意一个平行于

地面的平面上存在因特型扇叶遮挡而形成的阴影，该阴影随所述特型扇叶作周期性旋转形

成周期性光图案；

待定位单元，待定位单元安装有光敏传感器，位于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方，用于通过

光敏传感器检测接收到的光信号强度，在特型扇叶旋转一个周时间内，检测到的光信号强

度随光源的周期性闪烁及特型扇叶对光源的遮挡而变化；

在n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度变

化规律确定参考时刻和特型扇叶遮挡待定位单元时刻，由此计算每个周期内，遮挡待定位

单元的时刻相对于参考时刻滞后的时间T ì,i＝1,2,3,...,n；根据该时间与该发射单元特

型扇叶的旋转周期Ti,i＝1,2,3,...,n的比值，计算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轴心投影点的

方向与参考方向的夹角θi＝2πT ì/Ti,i＝1,2,3,...,n；

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三角形扇叶周期性

遮挡光源而造成的光强周期性变弱的时长τi,i＝1,2,3,...,n，计算待定位单元到光源中

心的连线与光源中心到水平面的垂直线之间的夹角

αi＝argtg[RTiD/(TiD+2πRτi)],i＝1,2,3,...,n，

其中，R为特型扇叶扇形半径，D为特型扇叶三角形底边长度；

任取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建立等式

htgαjcosθj+htgαkcos(π-θk)＝Ljkcosβ,j∈(1,2,3,...,n) ,k∈(1,2,3,...,n)，

其中，Ljk为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光源之间的距离，β为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

和k光源中心的连线和参考方向之间的夹角，由此计算待定位单元所处水平面相对于光源

所处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为

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的光源在待定位单元所处平面有一个投影点，待定位单元相对

于该投影点的极坐标为(htgαj,θj)，由此确定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光源

中心的三维空间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维空间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源在特型扇叶每次旋转到特定方向时有规律的闪烁数次，光源闪烁时刻记为参考时

刻，参考时刻特性扇叶三角形顶点指向的方向为参考方向，通过提前部署使每个旋转光图

案发射单元的参考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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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基于旋转光光图案的室内三维空间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在n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

度变化规律确定参考时刻和特型扇叶遮挡待定位单元时刻，由此计算每个周期内，遮挡待

定位单元的时刻相对于参考时刻滞后的时间T ì,i＝1,2,3,.n.；.,根据该时间与该发射单

元特型扇叶的旋转周期Ti,i＝1,2,3,...,n的比值，计算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轴心投影

点的方向与参考方向的夹角θi＝2πT ì/Ti,i＝1,2,3,...,n；

(2)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三角形扇叶周

期性遮挡光源而造成的光强周期性变弱的时长τi,i＝1,2,3,...,n，计算待定位单元到光

源中心的连线与光源中心到水平面的垂直线之间的夹角

αi＝argtg[RTiD/(TiD+2πRτi)],i＝1,2,3,...,n，

其中，R为特型扇叶扇形半径，D为特型扇叶三角形底边长度；

(3)任取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建立等式

htgαjcosθj+htgαkcos(π-θk)＝Ljkcosβ,j∈(1,2,3,...,n) ,k∈(1,2,3,...,n)，

其中，Ljk为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光源之间的距离，β为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

和k光源中心的连线和参考方向之间的夹角，由此计算待定位单元所处水平面相对于光源

所处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为

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的光源在待定位单元所处平面有一个投影点，待定位单元相对

于该投影点的极坐标为(htgαj,θj)，由此确定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光源

中心的三维空间位置；

所述特型扇叶由一片扇形叶片和一片三角形叶片组合而成，三角形叶片为等腰三角

形，其底边长D，其顶点到底边中点的距离等于扇形叶片半径等于R，扇形叶片的中线和三角

形叶片的中线相连构成特型扇叶的中线，扇形叶片的顶点和三角形叶片底边的中点都位于

特型扇叶的旋转轴心上；

所述光源在特型扇叶每次旋转到特定方向时有规律的闪烁数次，光源闪烁时刻记为参

考时刻，参考时刻特性扇叶三角形顶点指向的方向为参考方向，通过提前部署使每个旋转

光图案发射单元的参考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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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维空间定位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电信息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维

空间定位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提起定位导航，现在最普及的技术就是GPS卫星定位系统，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卫

星定位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但是，卫星定位只能用在室外环境，一到室内，由于卫星信

号衰减太快，卫星定位就无法使用。

[0003] 室内三维定位通常对定位精度有着较高的要求。现有的室内三维定位方法主要基

于图像识别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仅需要很高的计算复杂度和相应的能量消耗，而且需要

事先对环境的场景进行大量图片采集，以识别当前自身所处的位置。

[0004] 此外，一些传统的室内平面定位方法，如利用无线电信号进行定位的方法，虽然也

可以通过在三维空间部署锚节点的方式，实现对目标的三维坐标计算，然而由于无线电信

号易受环境影响，因而提供的定位参考不稳定，从而造成这类方法的定位精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

三维空间定位方法和装置，其目的在于通过部署多个能产生具有特定规律的动态光图案的

装置，让多个仅需光敏传感器的待定位目标实现高精度的自定位，由此解决现有三维定位

技术精度低、成本高、实现复杂的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

维空间定位装置，该装置包括以下单元：

[0007] 多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位于所述室内顶部，用于在所处的位置下方形成特定

的旋转光图案；每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都包含一个光源和一个特型扇叶：

[0008] 所述特型扇叶由一片扇形叶片和一片三角形叶片组合而成，扇形叶片半径为R，三

角形叶片为等腰三角形，其顶点到底边中点的距离为R，三角形底边宽度为D,扇形叶片的中

线和三角形叶片的中线相连构成特型扇叶的中线，扇形叶片的顶点和三角形叶片底边的中

点都位于特型扇叶的旋转轴心上；特型扇叶旋转速度恒定，旋转周期不变，不同旋转光图案

发射单元的特型扇叶旋转周期均不相同；

[0009] 所述光源位于特型扇叶单元的上方持续发光，光源中心与特型扇叶单元旋转轴心

的连线垂直于地面；光源发出的光被特型扇叶遮挡形成投影空间，投影空间上任意一个平

行于地面的平面上存在因特型扇叶遮挡而形成的阴影，该阴影随所述特型扇叶作周期性旋

转形成周期性光图案；

[0010] 待定位单元，待定位单元安装有光敏传感器，位于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方，用于

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接收到的光信号强度，在特型扇叶旋转一个周时间内，检测到的光信

号强度随光源的周期性闪烁及特型扇叶对光源的遮挡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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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光源在特型扇叶每次旋转到特定方向时有规律的闪烁数次，光源

闪烁时刻记为参考时刻，参考时刻特性扇叶三角形顶点指向的方向为参考方向，通过提前

部署使每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的参考方向一致。

[0012] 按照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旋转光图案的室内三维空间定位方法，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在n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

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参考时刻和特型扇叶遮挡待定位单元时刻，由此计算每个周期内，遮

挡待定位单元的时刻相对于参考时刻滞后的时间T ì,i＝1,2,3,.n.；.,根据该时间与该发

射装置特型扇叶的旋转周期Ti,i＝1,2,3,...,n的比值，计算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轴心

投影点的方向与参考方向的夹角θi＝2πT ì/Ti,i＝1,2,3,...,n；

[0014] (2)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三角形扇

叶周期性遮挡光源而造成的光强周期性变弱的时长τi,i＝1,2,3,...,n，计算待定位单元

到光源中心的连线与光源中心到水平面的垂直线之间的夹角αi＝argtg[RTiD/(TiD+2πR

τi)],i＝1,2,3,...,n；

[0015] (3)任取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建立等式

[0016] htgαj  cosθj+htgαk  cos(π-θk)＝Ljk  cosβ,j∈(1,2,3,...,n) ,k∈(1,2,3,...,

n)，

[0017] 其中，Ljk为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和k光源之间的距离，β为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

元j和k光源中心的连线和参考方向之间的夹角，由此计算待定位单元所处水平面相对于光

源所处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为

[0018]

[0019] 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的光源在待定位单元所处平面有一个投影点，待定位单元

相对于该投影点的极坐标为(htgαj,θj)，由此确定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j

光源中心的三维空间位置。

[0020]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技术特

征及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部署多个能产生具有特定规律的动态光图案的装置，让多个仅需光敏

传感器的待定位目标实现高精度的自定位。因此，该方法具有定位精度高、定位结果稳定、

部署成本低、待定位目标硬件要求简单、能同时定位的目标数量多、定位范围易扩展等优

点。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一种产生旋转光图案的两个发射装置、及其在某水平面投影的光图案实施

列；

[0023] 图2是光敏传感器检测到的因发射装置1的扇叶周期性遮挡光源而造成的光强变

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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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

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5] 如图1所示，给出了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它们都位于所述室内顶部，用于在

所处的位置下方形成特定的旋转光图案；每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都包含一个光源和一个

特型扇叶。

[0026] 特型扇叶由一片扇形叶片和一片三角形叶片组合而成，扇形叶片半径为R，三角形

叶片为等腰三角形，其顶点到底边中点的距离为R，三角形底边宽度为D,扇形叶片的中线和

三角形叶片的中线相连构成特型扇叶的中线，扇形叶片的顶点和三角形叶片底边的中点都

位于特型扇叶的旋转轴心上；特型扇叶旋转速度恒定，旋转周期不变，不同旋转光图案发射

单元的特型扇叶旋转周期均不相同。

[0027] 光源位于特型扇叶单元的上方持续发光，光源中心与特型扇叶单元旋转轴心的连

线垂直于地面；光源在特型扇叶遮挡下，会在某水平面上投影出周期性的光强变化图案，在

已知扇叶转速下，由扇形叶片遮挡造成在水平面某处的光强变化的时长为恒定常数；而由

三角形叶片遮挡造成在水平面某处的光强变化的时长与某处位置有关。

[0028] 另外光源在特型扇叶每次旋转到特定方向时有规律的闪烁数次，光源闪烁时刻记

为参考时刻，参考时刻特性扇叶三角形顶点指向的方向为参考方向，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

单元的参考方向一致。

[0029] 处于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方某处的待定位单元，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到

因两个发射装置的特型扇叶周期性遮挡光源、以及光源闪烁而造成的光强变化规律，如图2

所示，根据光强变化规律按以下步骤定位待定位单元：

[0030] (1)在2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下，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

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参考时刻和特型扇叶遮挡待定位单元时刻，由此计算每个周期内，遮

挡待定位单元的时刻相对于参考时刻滞后的时间T 1̀和T`2；根据该时间与该发射装置特型

扇叶的旋转周期T1和T2的比值，计算待定位单元相对于旋转轴心投影点的方向与参考方向

的夹角θ1＝2πT 1̀/T1和θ2＝2πT 2̀/T2；

[0031] (2)提取待定位单元检测到的光强度变化规律，由光强度变化规律确定三角形扇

叶周期性遮挡光源而造成的光强周期性变弱的时长τ1和τ2，计算待定位单元到光源中心的

连线与光源中心到水平面的垂直线之间的夹角α1＝argtg[RT1D/(T1D+2πRτ1)]和α2＝argtg

[RT2D/(T2D+2πRτ2)]；

[0032] (3)待定位单元根据θ1,θ2,α1,α2，建立等式

[0033] htgα1cosθ1+htgα2cos(π-θ2)＝L12cosβ,，

[0034] 其中，L12为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光源之间的距离，β为两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

元的光源中心的连线和参考方向之间的夹角，此实施例中β＝0，由此计算待定位单元所处

水平面相对于光源所处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为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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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其中一个旋转光图案发射单元的光源在待定位单元所处平面有一个投影点，待定

位单元相对于该投影点的极坐标为(htgα1,θ1)，由此可确定待定位单元相对于这个旋转光

图案发射单元光源中心的三维空间位置。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6441271 B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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