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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隨著導航產品的普及，室外定位技術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日益成熟且精確，但若將GPS定位技術應用在室內環境中，則會因為環境本身的

屏障或周遭干擾而無法進行定位。近年來，由於RFID相關技術日漸成熟，不論是RFID

讀取器的傳輸距離變長且電子標籤資訊儲存容量亦大幅增加，因此RFID的相關應用發展

迅速，除了應用於辨識用途外進而發展到其他相關應用，故如何利用RFID技術進行室內

定位逐漸受到重視。雖已有一些研究提出以RFID讀取器與電子感應標籤，建構出一個涵蓋

有限的室內無線感測網路環境，但應用於室內成本仍然過高，且精準度不足。因此，本論

文提出一個以訊號紋為基礎之RFID室內定位模型，來解決實際定位環境中大量部署電子感應標

籤的成本問題，並且有效地提升定位準確度與效能。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室內定位、訊號紋比對法、中介軟體系統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科技一日萬里的進步下，定位服務已經成為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工具，舉凡個人電子

產品（PDA、GSM、PHS手機、3G手機、GPS車用導航系統）都是定位服務的應用與延

伸。 

RFID在這幾年的技術逐漸成熟，除了大量應用在物品辨識方面，因GPS定位技術在

室內環境未知物的定位，可能會因為環境本身的屏障（如：水泥牆遮蔽）或周遭干擾（如：

太陽黑子或氣候）而無法進行定位服務的時候，故適合用於室內定位的RFID定位技術就

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為達到室內定位目標，該室內就必須有一定數量的RFID讀取器（Reader）與許多的

RFID電子標籤當成能提供訊號強度的參考點，藉由適當的RFID網路拓樸配置，建立一

個室內定位環境，藉由參考點的資訊定義出未知物件的追蹤；但在RFID定位環境中使用

的RFID讀取器（Reader）數量越多，相對於追蹤未知物件的精準度就更準確，因RFID

讀取器越多，能涵蓋有效偵測範圍越廣，從指引標籤（Reference Tags） 所收集回來

的資訊就更準確，以目前市場RFID讀取器價格，高密度方式擺放RFID讀取器方式仍為

相當昂貴，如室內定位要精準就要部署大量RFID讀取器跟指引標籤，但對一個室內定位

來評估所要花費的成本相當可觀，有鑑於上述；本論文在不增加RFID讀取器與指引標籤

條件下，利用虛擬指引點模型來改善RFID讀取器跟電子標籤佈署的成本，並提升定位準

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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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藉由訓練點訊號紋模型與RFID讀取器的相關資訊，來計算未知定位點標籤

的位置，進而改善室內定位的準確度、成本兩個重要條件，進而研究在室內環境下可用

的定位機制系統，讓室內定位機制可利用於更多日常生活中，讓其有更大的應用價值。 

2.  相關研究與技術相關研究與技術相關研究與技術相關研究與技術 

下列是本研究將利用到的定位感測技術與裝置特性介紹。 

2.1 感測網路與定位技術感測網路與定位技術感測網路與定位技術感測網路與定位技術 

� IEEE 802.11 

在建置符合IEEE 802.11規格的網路通訊設備，所使用的定位技術將可採用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5,6] 為基礎的室內定位系統。 

RADAR是P.Bahl 和 V.N.Padmanabhan於2000年發表的一門定位技術，它最早是應

用於無線區域網路環境底下的室內定位研究。 

RADAR系統最重要的地方是RADAR使用了實測模型（Empirical Model）及訊號傳

遞模型（Signal Propagation Model）；利用實測模型與訊號傳遞模型之間實測出來的訊

號強度去推算出未知物件的實際座標。 

其RADAR主要的缺點，就是未知物件本身必須支援相關的設備（例如：支援802.11

的網卡），然而在可用電量有限的被追蹤物上面是比較難達成的，本文也將就該缺點加

以改善，讓被追蹤物更簡易被定位。 

� RFID 

SpotON[3]是第一個運用RFID技術做室內定位的系統，SpotON利用聚集演算法

（Aggregation Algorithm）計算收集到的訊號強度集合起來，在利用定位演算法推算出

未知物件位置。   

LANDMARC（Location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Dymaic Active RFID Calibration）[4]

是一套利用RFID做定位有不錯成果的定位系統，相較於SpotON，LANDMARC運用了較

大讀取範圍與回應能力主動式感應標籤 [4]，另外在演算法採用上修正了傳統定位的一

些盲點，使的運用LANDMARC方法所計算出來的定位精確度更為準確。  

2.2 RFID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RFID[1]是一種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分別由RFID讀取器（Reader）、感應器

（Transponder）也就是俗稱的電子標籤（Tag），經由中介軟體系統整合（Middleware 

Software System Integration）將其讀取器、感應器互相關聯起來的一套架構；其動作原

理是由RFID讀取器發射特定頻率之無線電波給感應器，感應器內電路受到該電波驅動，

將其內部資料傳回給RFID讀取器。 

 關於讀取器、感應器、中介軟體系統相關說明如下： 

� 讀取器： 

利用高頻電磁波傳遞能量與訊號，每秒可以辨識高達50個以上的電子標籤，較常被

使用輸出入介面的有Ethernet、RS232、RS285，透過輸出入介面與應用系統設備進行資

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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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應器： 

一般稱為電子標籤（Tag），其型式依照有無電池可以分為被動式（Passive）和主

動式（Active）兩種類型。被動式標簽是接收讀取器電波能量，轉換成電子標籤內部電

路運作電能，不需外加電池；同時擁有體積小、價格便宜、可用年限長、資料可攜等優

點。 

� 中介軟體系統： 

RFID設備端所得到的訊息，必須有一套系統將其有效的收集、整理、回報，讓系統

使用者藉此能更了解整個環境狀況，扮演一種使用者與RFID設備端的溝通管道。 

2.3 RFID於定位技術的研究於定位技術的研究於定位技術的研究於定位技術的研究 

RFID一開始崛起是因為應用於物流管理，起初並沒有運用於定位的研究；不過當

GPS系統在室內定位效果不張，其它室內定位設備高昂的考量，成本低廉、可儲存資料

的RFID設備，開始被提出來做為可應用於室內定位的一種模式。 

2.3.1 訊號紋比對法訊號紋比對法訊號紋比對法訊號紋比對法 

訊號紋比對法（Pattern Matching Method）[2]會先在離線階段建立訓練點的訊號紋

資料曲線，四個方向的訊號強度資訊都必須建立 最後將四個方向的訊號強度平均以建

立資料庫；在連線階段，將即時收到的的未知點訊號強度，利用歐基理德距離公式求出

相距距離，將最接近未知定位點的的訓練點位置當作此定位點位置，反應出未知定位點

在實體空間的位置。 

2.3.2 SpotON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SpotON系統利用RFID讀取器、與許多的電子感應標籤，建構出一個涵蓋範圍有限

的室內無線感測網路環境，在環境下眾多的感應標籤中，分別對環境內某一個未知位置

的待追蹤元件，做相對訊號強度計算之動作，這個計算動作是由RFID讀取器收到未知座

標物標籤訊號強度與感應標籤訊號強度之間相對訊號強度資料，利用中介軟體系統概估

出未知追蹤物的位置，這是SpotON的定位過程。 

2.3.3 LANDMARC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LANDMARC系統主要沿襲於SpotON系統方法中，運用訊號強度估算距離的方式來

預測未知物件的位置，目前行動定位就屬LANDMARC定位技術發展最純熟。 

 一般LANDMARC系統的實驗環境，是由n個RFID讀取器、m個指引標籤（Reference 

Tags）和u個要追蹤的標籤（Tracking Tags）所構成。 

LANDMARC定位系統將事先規劃的RFID讀取器與指引標籤（Reference Tags，m個） 

依照一定數量與擺放方式放置室內環境中，藉由RFID讀取器收取追蹤標籤與指引標籤的

訊號強度集合（ S
r
與θ

r
），藉由公式1計算出未知物件與各個指引標籤的相對訊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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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求出一組相對強度的向量集合，如公式2 ，藉由向量集合得知離追蹤物最近的指引

點。 

),...,,( 21 mEEEE =
r

,               (2) 



 4 

利用公式3，將其最近的指引點加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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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利用公式4將離追蹤物最近的到最遠的順序，計算出引用不同指引標籤狀況下，未

知物件的座標(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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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MARC機制定位準確度可以達到2公尺以內，最主要的因素為指引標籤的數

量，當定位範圍變大，則必須加大指引標籤間隔距離，但RFID讀取器可讀範圍不變，指

引標籤將會無法被RFID讀取器讀取或訊號太弱的狀況，則定位的精準度將很快的下降，

為解決該問題LANDMARC機制必須增加指引標籤的數量，將會增加過高的硬體成本，

因上述，故本研究將在不增加指引標籤狀況下，維持準確的定位精準度。 

3.  研究方法與機制研究方法與機制研究方法與機制研究方法與機制 

在指引標籤無法增加的環境下，LANDMARC定位系統準確度大幅下降，因上述問

題，本論文將訊號紋模型導入LANDMARC定位機制，提出一套進階LANDMARC定位

機制（ALMC）來克服該缺點，首先在連線階段（Online）與離線階段（Offline）兩個階

段分別進行訊號收集與未知定位點強度比對，藉由離線階段收取的訊號紋資料庫資料，

讓連線階段的未知定位點物件定位精準度維持一定的準確率，即使定位範圍加大了，該

系統仍不需要增加指引標籤，將可以讓該系統的定位精準度與硬體成本更符合RFID應用

於室內定位的效益。本研究提出來的架構將改善LANDMARC機制下，定位範圍加大，

定位精準度下降的問題。 

3.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因一般LANDMARC系統需搭配4個指引標籤條件下有最好的定位精準度，在本研究

中加入訊號紋模型的機制，將模型中虛擬點定義為訓練點（TP），利用自走車設備搭載

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行走，在一定相隔距離就由主動式電子標籤發出訊號給RFID讀取器，

RFID讀取器收取該訓練點訊號強度到中介軟體系統，中介系統軟體藉由RFID讀取器得

知該訓練點的訊號強度，加以平均計算後記錄到訊號紋資料庫。 

 而訊號紋資料庫建立需在離線階段完成，主要是避免過多外在因素干擾導致RFID

讀取器與自走車上的電子標籤之間的無效讀取，同時將會得到更準確的訊號強度值。 

3.2 系統處理流程系統處理流程系統處理流程系統處理流程 

在使用訊號紋模型同時我們必須依照訊號紋建立特性，分為離線階段與連線階段，

離線階段可以讓訊號強度收取過程中避免環境因素干擾，影響訊號強度精確度，而連線

階段則是利用未知定位點的訊號強度與訊號紋資料庫比對之後，利用歐基理德距離公式

（公式5）  推算未知定位點離某訓練點距離最近，將訓練點訊號強度數值運用

LANDMARC定位演算法（公式4）估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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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離線階段離線階段離線階段離線階段（（（（Offline））））  

圖1為離線階段流程圖，當自走車依照定義的軌跡行走，自走車的電子標籤以0.6秒/

次的頻率發送訊號強度給RFID讀取器，中介軟體系統會收到從RFID讀取器收到該訓練

點100次的訊號強度，去除頭尾各15筆資料，保存中間的70筆資料，將70筆資料平均做

為該訓練點的訊號強度值，將該點的平均訊號強度值紀錄到訊號紋資料庫中。 

 

圖1. 離線階段流程圖 

3.2.2 連線階連線階連線階連線階段段段段（（（（OnlineOnlineOnlineOnline））））     

離線階段將訊號紋資料庫建立，接著實驗將進入連線階段進行定位程序，圖2是連

線階段的系統流程圖，當一個未知定位點進入定位範圍，RFID讀取器將會收取到該未知

定位點的訊號強度，中介軟體系統將會利用收取到的訊號強度，採用歐基理德距離公式

（式子 5），與各個離線階段的訊號紋資料庫運算，找出離未知定位點距離最近的4個

訓練點，作為LANDMARC定位系統的指引標籤點。 

 

圖2. 連線階段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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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 

4.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因LANDMARC定位系統中用4個指引標籤定位出來的精準度最好，為讓系統在範圍

變大而指引標籤間隔距離也將增大的環境下，系統也能收取到4個指引標籤訊號強度來

與ALMC定位機制進行比較，所以採用4個覆蓋範圍大的RFID讀取器，分別以X軸10m間

隔距離擺放，Y軸間隔5m擺放的方式放入30m * 15m的空間中，在ALMC機制可把

LANDMARC的定位範圍由50m
2縮減為2.5m

2
，LANDMARC使用的指引標籤，研究中將

以自走車搭載的電子標籤，以1m為間隔距離所產生的訓練點取代，而定位精準度將不再

因指引標籤數量減少而下降。 

ALMC機制在硬體方面，為了RFID讀取器有大範圍覆蓋的能力，選擇了2.45GHZ的

RFID讀取器與主動式電子標籤，本實驗將使用的RFID讀取器與主動式電子標籤如圖3

所示。 

 

圖3. RFID讀取器與電子標籤 

 軟體採用Borland C++ Builder 6.0進行開發中介軟體系統，主要用來計算RFID經由

網路傳回的訓練點訊號強度，加以平均計算後記錄到資料庫，並將未知定位點定位。 

 本研究選擇在一個30m * 15m的空間中，依照每間隔1m定義1個訓練點、自走車行

走軌跡X軸間隔1m，Y軸間隔2.5m的距離產生訊號紋模型，每一個訓練點收取100次強度

資料，取中間70次平均計算，將該訓練點平均訊號強度值紀錄到資料庫中，本實驗的架

構圖如圖4所示。 

 

圖4. 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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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當未知定位點（A）進入定位範圍，如圖5所示鄰近的訓練點為W、X、Y、Z，此時

RFID讀取器收到未知定位點（A）訊號強度，中介軟體系統將利用離線階段所收集到的

訓練點（W、X、Y、Z） 訊號強度與未知定位點（A）訊號強度相減取正值，也就是歐

基理德距離公式（公式5），得知未知定位點（A）與各訓練點之間的距離，取出最近的

4個訓練點平均訊號強度。 

 

圖5. 未知定位點與訓練點示意圖 

4個訓練點（W、X、Y、Z）與未知定位點（A）訊號強度關係，如表1：  

表1: 訓練點與追蹤點訊號強度表 

Tags W X Y Z A 

訊號強度(dbm) 138 142 130 131 135 

利用本研究提出的ALMC機制，藉由4個鄰近的訓練點訊號強度當作指引標籤，利

用2.3.3節所描述LANDMARC系統演算出該未知定位點（A）與實際位置誤差僅有0.9m，

在未導入研究中的訓練點機制所定位出來的誤差有1.91m，比較之下本研究將精準度提

升了48%。 

接著在不同空間範圍中，使用一個大涵蓋率的RFID讀取器，讓LANDMARC系統可

用4個指引標籤進行運算的環境與本研究提出的ALMC機制的精準度比較，如圖6比較結

果ALMC機制，大幅改善傳統LANDMARC系統在大範圍定位環境中指引標籤過少影響

定位精準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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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指引標籤間隔距離之精準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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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所提出的ALMC定位機制，利用離線階段以每訓練點70次的取樣頻率產生訊

號紋資料庫，在連線階段運用資料庫中的訓練點強度將未知定位點的位置估算出來，相

對於傳統的LANDMARC定位機制因為定位範圍增加，無法增加指引標籤數量的限制

下，定位精準度下降的問題，本研究把LANDMARC機制下的誤差距離1.91m改善為

0.9m，提升了48%的準確率，因應定位範圍增加，又無法增加指引標籤環境中，ALMC

機制能維持一定的精準率條件下，將更容易普遍被用於較多的室內環境使用。 

 未來希望能進一步改善當未知定位點離訓練點距離相同的無法判斷問題，而另外訓

練點的軌跡的設計也是未來改善的重點之一，如何在空間形狀不一條件下設計適合的軌

跡與中心位置無法判斷，將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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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rapidly, the outdoor navigator product –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s getting mature and more popular. However, GPS 

technology cannot apply in the indoor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indoors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ange of the RFID reader become longer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of tag 

getting larger, the RFID technology has various application in every single day, not only 

can be applied in identification, but also for positioning in indoor. There are some 

researchers presented positioning technique using RFID, however, their method needs to 

deploy lots of reference tags to obtain approximate lo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an 

efficient indoor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 pattern matching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papers,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n indoor 

positioning as well as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with minimal number of tags.  

 

Keywords：RFID、Indoor Positioning、Pattern Matching Method、Middlewar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