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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手機的盛行、智慧型行動裝置在功能上
被賦予了許多的功能，而此論文以紅外線室內定位為基
準，設計了一個基於 Wi-Fi 與藍芽 (Bluetooth) 訊號區
域為主要區域定位依據，並利用紅外線 （Infrared） 加
強輔助的室內定位系統，整合三種無線訊號強度值使用
指紋訊號強度特徵辨識定位法與鄰近加權定位法增加定
位精準度來實現定位，利用 IR 角度較小、較精確的原
理進行加強定位的輔助。1
一、 簡介
本論文為一延續性之研究，前期研究為 2014 年由
廖子翔所提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之 Wi-Fi 與 Bluetooth
混合定位技術室內導航系統實現與優化」中，以提升定
位精準度為目標，利用原本的定位環境，將混合定位法
加入了紅外線定位系統，提升區域性的精準度與室內死
角造成的精準度誤差，因此室內定位技術是一個值得研
究的議題 [1]。
本論文依據了智慧型行動裝置室內定位的部分進
行研究，室內定位的部分大致上以全球定位系統
(GPS) 、 陀 螺 儀 (Gyroscope) 、 Wi-Fi 、 藍 芽
(Bluetooth)、紅外線 (IR)居多，但在室內定位的部分各
自都有著精準度誤差的問題，因此本文將以改善 Wi-Fi
與 Bluetooth 混合定位的方式進行研究，在此定位方法
可 以 利 用 Wi-Fi 規 範 出 使 用 者 的 大 致 區 域 ， 再 利 用
Bluetooth 將定位區域縮小並且更符合使用者的當下位
置，但在 Wi-Fi 與 Bluetooth 混合定位的定位方式常會
因為 RSSI 的訊號不穩定與死角的部分造成不穩定與飄
動，因此在本論文中會加入 IR 的訊號加強定位的效
果，運用 IR 傳輸距離較短與點對點的特性，在死角或
誤差較大的地方，利用 IR 發射出特有的 MAC 碼，經由
智慧型行動裝置的麥克風接收器不斷接收 IR 的發射訊
號，利用解碼的方式，找出高頻、低頻，藉由特徵判斷
方法與 Wi-Fi 和 Bluetooth 混合鄰近加權定位法整合，
進行位置的辨識。最後在幾次的實驗中，將整理分析的
實驗結果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析本論文：
1、 Wi-Fi 和 Bluetooth 混合鄰近加權定位法

分對應著時間軸，振幅的部分對應著電平軸。旋線的部
分是由無數個點組成的，因此可以由旋線的部分看到無
數個點連成的波形，因為儲存的空間的是有限的，因此
為了不使空間的浪費，音頻的編碼與壓縮是必然經歷的
過程，在數字的編碼過程中，必須對旋線的點進行採
樣，而在採樣的過程中抽取某個點的頻率值，在抽樣的
過程中抽取的點越多相對的獲取到的頻率信息更豐富，
為了將原本的波形還原，在一次的振頻中，最少必須有
2 個為基準的點為採樣，人耳最高可以感受到的頻率為
20KHz ，因此最少需要每秒進行 40KHz 的表達，而這
個採樣率最常見的就是 CD，採樣率為 44.1KHz ，而無
線電的廣播的採樣率為 22.05KHz ，藍光或高解析度的
DVD 為 96KHz 或 192KHz 。從頻率的信息以外還必須
獲得頻率的能量值並且量化，用於表示信號的強度變
化，而電平的量化数為 2 的整數次冪，舉例：一般 CD
為 16 bit 的採樣大小，即為 2 的 16 次方[2]。音頻採樣
如圖一所示。

圖一: 音頻採樣圖

2.2 定位技術
編碼的技術大致分為三種：波形編碼、參數編碼、
混合編碼。波形編碼音質較好，但編碼速率也較高而參
數編碼剛好相反，編碼速率較低，音質較不好，混合編
碼相較於兩者，編碼速率語音直屬於兩者之間。

2、 IR 加強混合鄰近加權定位法。
 紅外線定位技術:
二、 研究背景
2.1 音頻採樣
音頻即為一個能量波有著頻率以及振幅，頻率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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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livetti 實驗室 R. Want 等人所提出的 Active
Badge [3]室內定位系統，使用紅外線技術來實現室內
定位。利用紅外線接收與發射的特性，將發射器配置
於物體身上，並將訊號接收器佈署於感測環境中，在

固定的時間內利用物體上配置的紅外線發射器不斷的
將紅外線訊號發射出去，藉由環境中的感測接收器進
行訊號接收，以此判斷物體的所在位置。
紅外線技術應用於室內定位上，會受到兩個主要的
限制，一個為直射性，另一個為訊號的傳輸距離[4]。
在直射性的部分，紅外線在訊號發射端與接收端不能
有障礙物的阻擋，否則會影響到紅外線訊號的傳輸品
質，造成訊號的收訊不良。距離的部分，因為紅外線
技術本身屬於短距離的傳輸，加上傳輸只能點對點的
傳輸，因此以上的因素都會造成紅外線在定位上的困
難。

參考點的 IR 信號發射器，並且在智慧型行動裝置的
MIC 耳機孔裝上 IR 信號接收器，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
得音訊裝置，將紅外線接收器接收到的音頻訊號進行分
析，判斷使用者的精確位置來進行室內微定位，在此階
段我們稱為音頻處理階段，而在環境中，我們藉由室內
的 AP 與 Bluetooth 的參考點訊號 RSSI 蒐集整理為 RSSI
指紋資料庫，經資料庫比對運算後，並將接收到紅外線
基地台訊號整理，將整合運算的位置資料呈現於手機導
覽介面給使用者為定位階段，本文將於 3.2 節與 3.3 節
中將會說明音頻處理和定位運算兩階段之架構。

 無線網路指紋(Fingerprint)定位技術[5][6]:
分為兩個階段，離線階段 (offline phase) 與上線階
段(online phase)，在離線階段的部分，必須先在室內空
間建置無線訊號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s, RPs) 資料庫，
參考點必須先分別規畫至區域內，並且要是固定的，
管理者必須先學習每個參考點周遭的 RSSI，將學習的
RSSI 存放入資料庫中完成 RSSI 指紋資料庫，如圖二
所示。

圖三: 架構圖

圖二: 指紋定位法架構圖

三、 系統架構
3.1 系統架構
本論文是藉由接收室內環境中的無線射頻來進行室
內 行 動 導 覽 ， 在 射 頻 的 部 分 包 含 了 IR 、 Wi-Fi 與
Bluetooth ，藉由此 3 項射頻的訊號接收了解與使用者相
對應的位置，來達到室內導覽的目的。在定位中，智慧
型行動裝置會不斷的接收使用者當下環境中的射頻訊
號，並且利用收到的射頻訊號當作定位的依據，將使用
者的位置座標透過訊息接收與資料庫比對，運算出使用
者的實際位置座標。
本系統分為兩個部分，主要分為定位環境與雲端資
料庫的兩個部分。在室內定位環境的部分由 Wi-Fi 與
Bluetooth 進行區域性的定位，IR 進行精確的微定位。
在雲端資料庫的部分主要進行定位資料與導覽資料的存
放，Web Service 包括定位運算服務與導覽服務，系統
管理者能連進伺服器做資料管理與定位運算修正，如圖
三所示。
本系統需要進行場域環境的事前佈置，如圖四所示
為建置的場域，管理者必須在需定位的範圍內建置各個

圖四: 場域建置圖

3.2 音頻處理階段
音頻處理階段的部分，會先在測量區域建置 IR 的
發射器，並且讓它一直傳遞特有的 MAC 訊號，在經由
智慧型行動裝置的麥克風接收器將 IR 接收到的訊號進
行音頻分析，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接收外界聲音的方式
將 MAC 音頻訊號透過程式的演算將 MAC 碼值逐一的
分析出來，再將 MAC 值與資料庫的值進行位置的定
位，利用 IR 距離較短的特性，在使用者較接近 IR 發射
器的區域才能偵測到此訊號，便以此訊號進行定位的分
析與判斷，音頻處理階段，主要執行的部分包含音頻的
擷取、聲音的框架與取樣、特徵分析與判斷、目標位置
的判斷，說明如下：

 音頻的擷取：
在佈置完成的實驗環境中，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
不斷的接收外界的 IR 訊號，將 IR 訊息透過聲音的取
樣，觀察出 MAC 數值的音頻訊息。
 音頻的音框與取樣：
將音頻訊息切割成數個音框，並且將這些音框逐
一進行切割與分析，取樣出符合實際訊號的音頻。
 目標位置解碼與計算：

四、 系統設計與實作
4.1 紅外線發射器的編碼
紅外線發射器的編碼是利用微處理器 Microchip 的
方式在 1ms 的時間內產生的 12 個字元以 0、1 訊號將
MAC 碼完全的發射出去，而 MAC 碼的編碼方式是利用
一個 200μs 的負緣訊號與一個 400μs 正緣訊號組合成
訊號 1，如圖 五所呈現；而一個 200μs 的負緣訊號與
一個 200μs 的正緣訊號構成兩次共 800μs 的訊號為訊
號 0，利用此兩種訊號，訊號 0、1 的方式組合成一種特
有的 MAC 編碼。

取樣出的音頻會與 IR 發射出來的相同音頻，利
用吻合的訊息傳遞來判定各個 IR 定位訊息，構成微
定位的系統。
3.3 定位運算階段
定位運算階段分為兩個部分的訊號接收運算：分別
為 IR 的微定位訊號接收運算與 Wi-Fi 與 Bluetooth 的
RSSI 訊號接收運算。IR 的部分利用音頻處理階段處理
後的定位數值提供給使用者做為區域性的精準微定位，
AP 與 Bluetooth 的部分利用此兩個訊號提供的 RSSI，
藉由智慧型行動裝置接收將 AP 與 Bluetooth 的 RSSI 與
指紋資料庫的 RSSI 作比對運算，計算出使用者的區域
範圍的目標位置，將此兩種定位數值利用使用者互動介
面的導航系統將使用者目標位置精確地提供給用戶
 IR 微定位訊號:
利用音頻處理階段所計算出的數值，藉由資料的
整合，將其目標位置傳遞給予用戶。
 Wi-Fi RSSI 掃描：
於待定位位置上，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的 Wi-Fi 功
能來蒐集 RSSI，經過一次的掃描得到了環境中所有
AP 的 MAC 與 RSSI。

圖五: 編碼訊號

紅外線的編碼的處理方式以 MAC 碼作為呈現，方
便於系統作定位運算處理與整合，一共 12 個字元 24 個
位元的 1、0 訊號組成的一組 MAC 碼，此實驗中 MAC
發射器訊號完整編碼為 1010 ，1100，0010，0010，
0000，1011，1000，1000，1110，0101，1100，0000，
如 圖 六 所 示 ， 經 過 16 進 制 轉 換 此 編 碼 為
AC:22:0B:88:E5:C0，利用此訊號在所建置的區域內不斷
的以此訊號作為傳遞，方便接收器的接收。

 Bluetooth RSSI 掃描：
於待定位位置上，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藍芽功能
來蒐集 RSSI，經過一次的掃描得到了環境中所有藍
芽基地台的 MAC 與 RSSI。
 定位運算服務：
「定位運算服務」藉由 IR 提供的目標定位數值與
Wi-Fi、 Bluetooth 之 RSSI 掃描上傳至 Server 的數值整
合，由「定位運算服務」將 IR 定位座標與 RSSI 混合
運算，計算出智慧型行動裝置當前在環境中的位置座
標。
 導覽系統：
「導覽系統」為 Web Service 所提供的服務，資料庫
中存放著環境的導航資訊，本研究設計一個導航情境來
驗證定位系統的精準度，藉由「定位運算服務」計算的
定位座標來判斷使用者是否接近目標設施，將資料庫中
的資訊回傳至智慧型行動裝置於使用者。

圖六: 完整編碼訊號

4.2 紅外線接收器的解碼
在音頻分析的方式確認無誤後，進行訊號強度的
數值特徵分析，在特徵分析的部分我設定了一個門檻
值，如式 ( 1 ) 所示，在式中利用判別式，將特徵為高頻
(H) 、低頻(L) 、無法判別數值(N) ，三個數值判別出
來，利用特徵分析的的方式，當數值的訊號強度大於
5000 與小於 15000 時，判斷特徵值為高頻(H)；當數值
的訊號強度小於 -5000 與大於 -15000 時，判斷特徵值為
低頻(L)；當數值的訊號強度 都不在此判斷式時，將此
判斷特徵值為無法判別數值(N)。

實驗結果
(1)
4.3 定位運算功能
定位運算功能區塊圖如圖 七，分為兩個大區塊，
在左半部的部分為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進行 Wi-Fi 與藍
芽基地台的 RSSI 蒐集，並且將蒐集到的資料與指紋資
料庫的 RSSI 做比對，將每個參考點比對出的差值，計
算出相似度，並選出相似度最小的作為結果；而右半部
為紅外線進行定位的部分，利用範圍較小與距離較短的
特性，將紅外線基地台的所在位置，藉由編碼與解碼的
關係，把數據資料與目前位置傳遞智慧型行動裝置中。

本論文中設計了一個定位導覽 APP 來做為與使用者
互動的介面模式及室內定位的實驗結果:
1.定位功能: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上的屏幕顯示出定位的
呈現，方便使用者對自己所在位置的辨識。
2.紅外線定位功能:當使用者想更精準的定位出自己的位
置或定位的效果呈現不佳的狀況下，可以進行紅外線定
位功能，在定位的區域有明顯的區域想呈現給使用者或
是建築物死角的情況下，也能提供此種功能使用，給予
使用者更佳的定位服務。
3.地圖縮放功能:當使用者對於地圖的精細度較要求著，
可以提供使用者地圖所放的功能，能將地圖放大縮小及
拖移，讓使用者能更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所在位置。
4.室外定位功能:在室內、室外定位的部分，我們將兩者
定位整合於一起，當使用者由室外轉換能室內時 APP 會
提出訊息通知使用者。
結論

圖七: 定位運算區塊圖

4.3 歐幾里德相似度計算
歐幾里德是一種距離度量(Distance measure) 的方
法，利用相似度去計算距離的方式，將兩參考值的差異
平方開根號，當在量測的空間中有兩個點
x=[x1,x2,…,xm] 與 y=[y1,y2,…,ym]，利用歐幾里德距離公
式如式 ( 2 ) 表示，當計算出來的歐幾里德距離越小，代
表著相似度較高，利用值與值之間的互相比較，將較好
的數值取出，讓待測點的實際位置越接近的原理，將相
似值計算出來。
(2)
4.4 權重定位法
在定位環境中蒐集完當下的 RSSI 後，上傳至雲端
並與指紋資料庫進行測量點的歐幾里德距離相似度計
算，將計算數值取出相似度最小與誤差最小的 5 個，在
歐幾里德距離相似度計算中，計算數值越小代表越接近
該測量點，利用權重分配將 5 點測量點權重乘上各測量
點的座標值進行累加得到定位位置，權重計算方式如
( 3 ) 所示。
(3)

本論文利用 Wi-Fi 與 Bluetooth 兩種無線訊號的
RSSI 作為區域性的大範圍定位，在藉由紅外線無線訊
號對小範圍區域加強精準度定位，在混合定位的部分，
藉 由 指 紋 特 徵 法 並 加 上 鄰 近 加 權 定 位 法 將 Wi-Fi 與
Bluetooth 的 RSSI 定位資訊做集中式的運算處理，而在
紅外線定位的部分，藉由紅外線短距離的收發原理特
性，將紅外線發射器做特別的 MAC 編碼，利用音頻的
方式將訊號發射出去，藉由接收器的射頻接收將訊號收
入智慧型行動裝置中，利用點對點的短訊號接收方式，
將 接 收 到 的 訊 號 做 定 位 處 理 ， 並 且 整 合 於 Wi-Fi 與
Bluetooth 的混合定位法中，加強了定位的區域性，提升
了定位精準度，改善 RSSI 定位容易被較強的訊號拉走
而造成飄移的影響，構成此定位的原理及方法，在顯示
的部分，整合了 Wi-Fi 與 Bluetooth 的混合定位與紅外
線定位兩種定位方法，提供了使用者更多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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