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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无缝定位的应用需求和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结合城市环境下多种泛在无线信号可以充分

利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泛在无线信号辅助的无缝定位新方法，并对无缝定位技术的原理、特点和发展趋势进

行了讨论。特别针对香港典型城市环境，就多种泛在无线信号辅助的无缝定位进行了初步实验，给出了一个

能够满足大多数无缝定位服务应用的原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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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传统的ＧＮＳＳ以及无线电定位技术，由

于信号容易受到遮挡和多路径等传播因素的影

响，因此在城市密集城区和室内封闭空间无法保

证可靠的定位精度和可用性。针对室内定位技术

而言，已有基于红外、超声、ＷＬＡＮ（无线局域网）

和ＵＷＢ（超宽带）等定位技术，如ＲＡＤＡＲ、Ｅｋａ

ｈａｕ、Ｕｂｉｓｅｎｓｅ等，但它们仅仅局限于小范围区

域，无法采用单一的技术覆盖比较大的室内外空

间。大众化的电子消费品市场，以Ａｐｐｌｅ为代表

的移动设备厂商推出的ｉＰｈｏｎｅ等产品，采用

Ｓｋｙｈｏｏｋ的 ＷＬＡＮ定位技术，连同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

的地图服务，为移动用户提供位置服务，推动了此

技术的大众化应用，但是现有的定位精度有待提

高，因此，采用各种辅助的方式来增强可用性成为

一个新的途径。本文结合当前城市环境下多种泛

在无线信号可以充分利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泛

在无线信号辅助的无缝定位新方法。

１　无缝定位

１．１　定义

无缝定位技术就是指在人类活动的地上、地

下空间和外层空间范围内，能够联合采用不同定

位技术以达到对各种定位应用的无缝覆盖，同时

保证各种场景下定位技术、定位算法、定位精度和

覆盖范围的平滑过渡和无缝连接。

泛在计算对应的泛在定位技术，其相对于无

缝定位技术而言，覆盖的范围偏向于城市和室内

空间。集成定位技术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

的定位传感器或方法的集成，如ＧＰＳ和ＩＮＳ两种

不同传感器之间的集成，或者ＧＰＳ和电子地图辅

助定位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集成，其覆盖的范围

可以是外层空间或者某一特定环境。

常用的无线定位技术［１］有ＴＯＡ（到达时间）、

ＴＤＯＡ（到达时间差）、ＡＯＡ（到达角度）、ＳＳＲ（信

号强度测距）、ＮＦＥＲ（近场电磁测距）。广泛使用

的ＧＮＳＳ因为卫星时间同步采用的是高精度的

原子钟，所以基于 ＧＮＳＳ的方法一般都是 ＴＯＡ

技术。然而一般的无线通信系统由于基站数量

多，时间同步精度受限，所以现有的基于无线通信

的定位服务一般采用ＴＤＯＡ技术，当然在某些特

定场合下也使用 ＡＯＡ技术
［２］；现有的短距离无

线通信技术一般采用ＳＳＲ技术。多种技术的联

合使用使得测距的功能上有更多的自由度，并且

增强了定位的精度、可靠性和安全性。

１．２　无缝定位面临的挑战

具体而言，无缝定位技术面临以下几个主要

的挑战：难以依靠单一的无线技术实现无缝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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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ＧＮＳＳ技术无法在封闭空间发挥其高精度定

位的特点；各种定位信号无法覆盖多个不同区域，

需要解决室内外连接区域的无缝连接问题；无线

信号在室内外ＮＬＯＳ（非视距传播）环境下的复杂

传播信道；无缝定位系统所需的统一的坐标和时

间系统、基础设施和软硬件成本、合适的移动定位

设备、标准化问题；公众无线服务的定位服务模

式；其他诸如支持开放式服务的ＡＰＩ、电源、隐私

安全等问题。

１．３　无缝定位的关键技术

１．３．１　无缝定位的框架和软硬件

１）无缝定位基础设施是指各种定位传感器

网络基础设施的集合，包括ＧＮＳＳ的地面增强和

连续跟踪站构成全球一体化的网络基础设施，城

市的各种无线通信与电视广播基站，室内环境下

已有的各种定位传感器网络设施等。这既包括利

用现有的定位基础设施，也包括城市环境下的多

种泛在无线信号源以及根据实际需要专门布设的

各种小规模的定位传感器网络。

２）统一坐标系。按照现有的无缝定位基础

设施层次，可以划分出若干个层级：全球框架、区

域框架、城市框架、街区学校框架、单体建筑框架

和楼层平面框架，依次由上一层坐标框架为下一

层提供坐标基准，也可以采用空间信息网格作为

支持。

３）时间系统。时间作为定位中重要的信息，

可以按照统一坐标系的层级将 ＧＮＳＳ提供的时

间基准通过无缝定位基础设施进行分层时间传递

服务，依次向下一级传感器网络提供时间基准。

４）通信设施。采用现有的各种通信网络设

施以及无缝定位系统自身的通信功能，为各种服

务应用和各种定位辅助信息的传递提供稳定的通

信保障。

５）软硬件的框架。无缝定位硬件层面指不

同接口之间的协同与集成，软件层面主要是定位

软件的框架结构。

１．３．２　无缝定位算法

无缝定位算法主要是针对多种无线定位技术

（ＧＰＳ、ＷＬＡＮ、ＺｉｇＢｅｅ和 ＵＷＢ 等）中多源定位

观测量（ＲＳＳＩ、ＴＯＡ、ＴＤＯＡ 和ＣｅｌｌＩＤ 等）以及

其他类型的定位传感器（加速度和高度计等）的定

位观测量构建统一的融合定位模型，包括多种技

术共用模式下的自动切换、选择、集成以及平稳过

渡等相关技术的研究；针对城市和室内复杂非视

线传播环境下对各种无线信号定位产生影响的误

差源进行鉴别和消除技术；以及在定位解算过程

中需要运用到的数据处理技术，如最小二乘算法、

各种滤波技术以及相位模糊度解算等。具体可分

为以下几类：① 测时、测距和测信号强度相关的

定位算法（ＴＯＡ、ＴＤＯＡ和ＲＳＳＩ等）。② 非无线

定位传感器定位算法（航迹推测、加速度和高度计

等）。③ ＮＬＯＳ环境下各种误差源鉴别和消除算

法（多路径消除技术、ＮＬＯＳ环境下的无线信道建

模）。④ 定位解算与精度评定算法（最小二乘算

法、滤波技术、模糊度解算、精度评定等）。⑤ 无

缝定位算法（不同定位技术的无缝融合与集成算

法）。

１．３．３　无缝定位服务与应用模式

无缝定位服务面向的是广大的空间信息社会

化用户群，无缝定位系统一旦构建实施，需要有足

够的用户群体来支撑。无缝定位一方面在系统服

务层面要考虑到终端用户的各种需求，包括合适

的定位精度和与之相匹配的电子地图显示模式；

还要考虑定位服务和各种空间数据的服务与收费

模式。目前比较成熟的网络地理数据服务，如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Ｍａｐｓ等产品充分考虑到了用户的

多元化和需求的多样性，为所有用户提供快捷、简

便、有效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

无缝定位应针对用户群体多样化的特征，要

求在相应的电子地图显示模式和终端服务模式方

面考虑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以最简单有效的可视

化方式、快捷便利的定位技术来为用户提供可靠

的空间信息数据服务。终端的接入模式也可以根

据需要以用户终端为主，或者充分利用现有的无

线通信网络的优势，将部分的数据服务以网络的

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此外，还应针对定位技术

和服务进行一系列的标准化、组件化、网络化、自

适应化、集成化、智能化等方面的研究。

１．４　典型的室内外定位技术
［３６］

基于定位传感器的室内外定位技术主要有超

声波传感器定位系统（如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ｔ、Ｃｒｉｃｋｅｔ）、红

外传感器定位系统（如 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ｄｇｅ）、嵌入式压

力传感器定位系统（如ＳｍａｒｔＦｌｏｏｒ）、电磁场定位

系统（如ＡＵＲＯＲＡ）、计算机视觉定位系统、移动

通信网络定位系统（如ｇｐｓＯｎｅ）、射频识别定位系

统（如ＳｐｏｔＯＮ）、ＷＬＡＮ定位系统（如ＲＡＤＡＲ、

Ｅｋａｈａｕ）、电视信号定位系统（如 Ｒｏｓｕｍ）、ＧＰＳ

（ＨＳＧＰＳ、ＡＧＰＳ）和ＩｎｄｏｏｒＧＰＳ（伪卫星、转发

器）、超宽带定位系统（如Ｕｂｉｓｅｎｓｅ）。

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商业化定位技术对于城市

定位而言，有基于无线通信网络的定位技术，如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的ｇｐｓＯｎｅ等，定位精度在５０～１００

３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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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但要求和通信基站进行时间同步；大范围的移

动定位应用服务，如Ａｐｐｌｅ和Ｇｏｏｇｌｅ等基于城市

的 ＷＬＡＮ信号进行移动定位，Ａｐｐｌｅ采用Ｓｋｙ

ｈｏｏｋ的技术，通过预先扫描得到城市 ＷＬＡＮ信

号源数据库，在定位阶段，对实测数据进行指纹匹

配后给出移动端实时的位置，精度取决于区域信

号源的分布密度，通常在４０ｍ左右；至于采用电

视信号进行定位的Ｒｏｓｕｍ公司，有统一的时间同

步设备，可以利用多个频段的电视信号进行定位，

精度在３．２～２３．３ｍ左右
［７］。对于室内环境，相

应的技术有基于ＧＮＳＳ信号转发、室内布设伪卫

星等，但是受硬件系统成本过高所制约而无法大

规模应用；日本基于ＧＮＳＳ增强和定位信标技术

的ＩＭＥＳ系统以及 ＮＯＫＩＡ 在芬兰推广的基于

ＷＬＡＮ技术的室内定位系统，还有待进一步发

展。

２　泛在无线信号

２．１　定义

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简单定义为非专门用

于导航定位的无线信号，如数字电视信号、模拟电

视信号和调幅广播信号等，主要是原本不用作导

航和定位的无线信号（如商业通信卫星、商业电台

及电视台广播基站和移动电话基站传输的信号），

但也可以扩展到紧急情况下布设的主动式信标，

本文 亦 将 ＩＥＥＥ ８０２．１１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ＡＮ ＆

Ｍｅｓｈ，无线局域网络和网状网络）、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５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ＡＮ，无线个人网络）等协议下的各种

无线网络信号归到此类，并统称为泛在无线信号。

２．２　信号频谱与特征

泛在无线信号大部分集中在微波频段。广播

信号和电视信号拥有多个频段的优势，而且适合

穿透建筑物；而ＵＷＢ和 ＷｉＭＡＸ在ＳＨＦ频段属

于高频信号，因此时间分辨率很高，并且受多路径

的影响小；像 ＷＬＡＮ和ＺｉｇＢｅｅ等无线网络信号

则集中分布在ＩＳＭ 频段，即工业、科学和医用频

段，属于无需许可证的免费频段。按照波长分布

来看，远距离传输的长波信号适合于 ＴＤＯＡ定

位，而位于ＩＳＭ频段的短距离传输短波无线通信

信号适合采用ＳＳＲ测距。

２．３　无线传播信道的特性

信道是信源和信宿之间信息传递的通路，它

是通过传输媒体或传输介质来实现的，它的特征

可以反映在与传播距离的函数关系上。对于不同

的传输媒体、不同的工作频率和传输环境，信道有

不同的特性。一般来讲，信号通过信道传输后，会

受到三大损耗：衰减、延迟失真和噪声。城区和室

内信号要考虑建筑物墙壁及其他物体对电磁波的

反射、散射或漫反射、绕射或衍射以及折射或透射

影响，造成发射信号通过多条路径到达接收机，这

类信道叫多路径信道，其特性称为衰落特性。无

线传播信道建模是泛在无线信号定位中的重要环

节，通常采用已有的传播模型或者实地实验数据

建模的方式来确定合适的信号强度与距离（ＲＳＳＩ

Ｒａｎｇｅ）函数模型。

２．４　泛在无线信号的测距方式

泛在无线信号要求在不占用原有信号功能的

条件下，能够为定位测距工作，定位测距不影响诸

如通信和广播等网络自身的工作。大多数泛在无

线信号只需在软件层面做一些简单的基本测距信

号的提取，无需增加或修改原有协议层的内容。

在硬件方面，尽可能利用原有的接口协议，在信号

处理方面，尽可能地不干扰或者影响原有的系统

性能。就现有研究来看，ＴＶ／ＡＭ／ＦＭ 大多采用

ＴＯＡ／ＴＤＯＡ技术，需要时间同步；ＷＬＡＮ 和

ＺｉｇＢｅｅ等无线网络信号可以直接在软件层面提

取信号强度等信息，无需对硬件层和协议层进行

修改，时间同步也可不作要求。

２．５　泛在无线信号的优缺点

泛在无线信号的功率比ＧＮＳＳ强，可穿透建

筑物；大部分泛在无线信号无需另外布设专门的

基础设施；无线技术的进步使得泛在无线信号具

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泛在无线信号不是为定位

所特别设计的信号，定位测距精度有待提高；因地

区的不同而分布密度不均匀；基站的位置需事先

确定；受多路径和ＮＬＯＳ的影响。

３　实验分析及原型

根据实际情况和初步需求分析，选择室外公

众 ＷＬＡＮ信号、校园和室内 ＷＬＡＮ信号以及根

据环境需要布设的ＺｉｇＢｅｅ和 ＵＷＢ系统来辅助

ＨＳＧＰＳ进行无缝导航实验。因电视信号和广播

信号需要专门的接收和同步设备，故暂未采用这

两种基于ＴＤＯＡ的定位技术。

香港尖沙咀和红地区包括了实验所需的开

放空间、密集城区、校园以及大型建筑物群和室内

环境，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场地。将香港尖沙咀东

部地区（长５００ｍ、宽２５０ｍ）、香港理工大学校园

（长５００ｍ、宽２５０ｍ）和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实

验室（ＥＩＥ实验室）（长１２ｍ、宽１０ｍ）分别作为密

４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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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城区、校园和室内环境的代表区域。

针对不同的实验环境，对相应的泛在无线信

号源进行了先期的数据采集分析，见表１。可以

看到，此区域覆盖 ＷＬＡＮ信号、移动通信信号和

ＧＮＳＳ信号，另外布设了ＺｉｇＢｅｅ和 ＵＷＢ节点，

以满足热点区域和室内环境下的高精度无缝定位

的应用需求。

表１　不同场景下的泛在无线信号和犌犘犛卫星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ＧＰ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ｔｅｓ

信号（个数） 密集城区 校园 室内

ＧＰＳ ３ ４ ２

ＷＬＡＮ ４２ ６１ ６６

移动通信基站 ９ ７ ５

ＺｉｇＢｅｅ － － ８

ＵＷＢ － － ８

　　在具体实验阶段，泛在无线信号和ＧＰＳ信号

采集使用一台ＩＢＭ ＴｈｉｎｋＰａｄＴ４０便携式计算

机，内置一块ＩｎｔｅｌＰＲＯ２１００３ＢＰＣＩ无线网卡

（兼容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ａ／ｂ），并通过ＵＳＢ接口连接

一台ｕｂｌｏｘＡＥＫ４Ｔ高灵敏度单频ＧＰＳ接收机。

另外，在室内和校园环境下，便携式计算机通过计

算机串口与Ｃｈｉｐｃｏｎ的ＺｉｇＢｅｅＣＣ２４３１开发套件

进行通信，并通过普通网线连接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的

ＰｕｌｓＯＮ２１０ＵＷＢ开发套件，室内环境下则通过

一台具有自动路由功能的 ＮＥＴＧＥＡＲＦＳ１１６Ｐ

交换机与Ｕｂｉｓｅｎｓｅ的定位系统连接；手机基站信

息则使用一部内置基站信息提取软件的ＮＯＫＩＡ

８２５０移动电话采集。

香港尖沙咀东部地区总共采样点个数为８５

个，采样点间距为１０～１５ｍ，采样得到的 ＷＬＡＮ

和ＧＰＳ信息通过文件存储并进行事后处理；香港

理工大学校园内实验区域依次进行了 ＨＳＧＰＳ、

ＷＬＡＮ、ＺｉｇＢｅｅ定位和 ＵＷＢ测距实验。随后在

ＥＩＥ实验室进行了ＵＷＢ、ＺｉｇＢｅｅ和 ＷＬＡＮ定位

实验。实验基本上覆盖了选定的室内外空间多种

环境，在 ＧＰＳ 信号遮挡或者封闭空间，采用

ＷＬＡＮ信号进行辅助定位；在热点区域和室内环

境，通过布设一定数量的ＺｉｇＢｅｅ和ＵＷＢ网络节

点，以增强定位的可靠性，提高定位精度。

针对实验采集的泛在无线信号数据，分别采

用以下处理方式对ＺｉｇＢｅｅ信号采用ＲＳＳＩＲａｎｇｅ

的建模方法构建相应的定位模型；对室外的公共

ＷＬＡＮ信号和室内的 ＷＬＡＮ 信号，采用两步

法［８］进行定位，先采用ＣｅｌｌＩＤ的方式进行初步定

位，然后采用ＲＳＳＩＲａｎｇｅ的简单算法进行第二

步的精确定位；ＵＷＢ定位是通过 Ｕｂｉｓｅｎｓｅ系统

提供的ＴＤＯＡ和ＡＯＡ技术（利用Ｕｂｉｓｅｎｓｅ提供

基于．ＮＥＴ的ＡＰＩ提取 ＵＷＢ定位信息）实现室

内环境下的精密定位。ＧＰＳ数据则选择部分时

段的有效数据进行定位解算。在便携式计算机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开发了部分通信接口和数据处理

程序，同时对这几种泛在无线信号辅助定位技术

进行联合处理。初步定位结果见表２。

表２　室内外多个场景下的各种信号定位精度／ｍ

Ｔａｂ．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ｔｅｓ／ｍ

信号 定位方式 密集城区 校园 单体建筑 室内

ＷＬＡＮ ＣｅｌｌＩＤ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ＲＳＳＩＲａｎｇｅ ５～１０ ５～１０ ４～１０ ３～５

ＺｉｇＢｅｅ ＲＳＳＩ － － ２～４．２ ０．２～３

ＨＳＧＰＳ ＴＯＡ ４～２５ ３～２０ － －

ＵＷＢ ＴＤＯＡ＋ＡＯＡ － － ０．１～１ ０．１～０．７

　　根据实验结果，初步设计的基于泛在无线信

号的无缝定位服务框架原型，通过采用室内外的

ＷＬＡＮ信号以及布设的ＺｉｇＢｅｅ和 ＵＷＢ无线网

络节点，辅助 ＨＳＧＰＳ在室内外环境下进行了无

缝定位实验，实现城市环境下５～１０ｍ、室内环境

下３～５ｍ以及热点区域通过布设增强型无线网

络可达到０．１～１ｍ的定位精度。这种定位模式

和精度能够满足诸如室内外环境下的人员物品跟

踪监控与定位以及各种基于移动设备的空间信息

服务，基本上可以作为室内外环境下一种比较可

靠的无缝定位模式。在以后还将增加移动通信基

站信号、电视信号、广播信号等城市泛在无线信号

的研究，希望最终实现大众化的无缝定位服务。

４　结　语

在香港这种复杂城市环境下，通过采用多种

泛在无线信号源开展了一系列的泛在无线信号辅

助的无缝定位实验。初步结果表明，此技术能够

满足大部分空间信息的应用需求，这为无缝定位

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利地促进了多种

无线技术辅助定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无缝

定位将会向多模式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一是在移

动设备硬件层集成了多种无线定位传感器，二是

实现系统的软件层替代原本硬器件完成的功能，

即硬件功能的软件无线电化。当然，利用各种认

知的无线电技术，如无线频谱感知技术，也将会提

升泛在无线信号在无缝定位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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