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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接收信号强度（ＲＳＳＩ）的室内定位易受干扰且信号波动较大，导致定位误差较大，为解

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的误差区域加权定位算法（ＥＲＷＬＡ）。该算法在离线阶

段采用ＷｉＦｉ和蓝牙信号强度的多边测量，得到相应定位可取区域，并利用区域面积设立置信度，进行融

合加权得到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位置信息。随后建立位置信息融合误差模型进行误差分析，利用移动最小

二乘插值法（ＭＬＳＩ）对误差进行曲面拟合得到误差的拟合函数。在线采集实时位置信息，由算法得到融

合位置信息并传递给误差拟合函数，得到加权拟合误差，从而获得最终的位置优化估计，实现高精度的

定位服务。实验验证了该算法在定位精度和稳定性方面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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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们８０％以上的时间都是待在室内，如购物、地铁

站、大型机场、大型厂房里的保安巡视等都是在室内

的［１］，导致位置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而全球定位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在室内环境中信号微弱，

无法满足室内定位需求。近年来随着位置信息服务越

来越受到重视，利用室内原有的 ＷｉＦｉ接入点，基于接收

信号强度（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ＲＳＳＩ）的

ＷｉＦｉ室内定位技术因具有成本低、精度较高等特点，深

受欢迎［２３］。另外，蓝牙技术发展也十分迅速，理想环境

下ｉＢｅａｃｏｎ技术可以达到１ｍ以内的定位精度，并且蓝

牙信号节点价格低廉、易于部署，可以很好地弥补室内

ＷｉＦｉ信号盲点。结合这两种定位方法，利用多传感器的

融合，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定位精度［４５］。

基于ＷｉＦｉ信号指纹方法的 ＲＡＤＡＲ系统［６７］利用 ｋ

近邻算法进行位置估算，但其受到多径和环境的影响较

大，会出现较大的估算误差。Ｈｏｒｕｓ系统［８］采用数学概

率统计方法，在无线信号空间引入概率模型，利用最大

似然数进行位置估算，在多径影响较小的地方，定位精

度表现得较好，而在环境复杂的地方，精度明显下降，且

稳定性差。文献［９］提出了低功耗蓝牙手机终端室内定

位方法，在离线阶段设置室内位置坐标并获取蓝牙锚点

的信号强度，建立蓝牙信号指纹库，通过在线阶段获取

附近的实时蓝牙信号强度，并与指纹库进行匹配获得最

终的位置信息，定位精度高，但是需要定期的人工维护，



即对指纹数据库进行更新，人工成本较高。文献［１０］进

一步优化了蓝牙定位，提出了一种蓝牙 ＲＳＳＩ的贝叶斯

区域判别定位算法，构建了不同区域 ＲＳＳＩ值向量组，通

过贝叶斯估计判别接受信号强度的精确区域，并对此区

域的ＲＳＳＩ向量组进行多点质心定位。相较于文献［９］，

文献［１０］提出的优化算法提高了定位精度、降低了定位

误差，但是忽略了指纹变量对定位结果的影响，也忽略

了定位点接受信号的多径效应。文献［１１］基于蓝牙

ＲＳＳＩ提出了一种高效节能的室内定位算法，利用用户动

作迭代缩小搜索空间以定位目标设备，并在几个实际场

景中进行了评估，在定位精度、搜索时间和能量消耗等

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过分依赖于室内环境

和用户动作，定位稳定性欠佳。文献［１２］提出了优化贝

叶斯的室内 ＷｉＦｉ与蓝牙融合定位算法，并引入竞择假

设建立了融合定位误差模型，通过获取全局定位误差的

无偏估计，得到最终的位置信息，但是忽视了室内多径

效应产生的误差区域化。

由于信号在传播过程中受环境影响而造成的多径、

衰减等干扰使得 ＲＳＳ信号具有时变性，基于 ＲＳＳＩ的室

内定位算法随定位时间的延长精度越来越低［１３１４］。这

将需要定期维护数据指纹库，从而提高了人工成本，给

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的误差区域加权定位算法（ＥＲＷＬＡ）：

（１）离线阶段，利用 ＷｉＦｉ和蓝牙的信号强度，采用多边

定位得到各模型的定位区域，再利用区域面积的自适应

加权算法得到 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的位置信息，以降低定

位误差，并建立融合误差模型，进行误差分析。利用移

动最小二乘插值法（ＭＬＳＩ）对误差进行曲面拟合，以获得

误差回归函数［１５１８］。（２）在线阶段，算法获取输入融合

位置信息，输出加权拟合误差，获得最终的位置估计。

本文算法考虑到室内的误差区域化，通过运用权函数对

局部误差加权，以达到最优的位置估算，实现高精度的

定位服务。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的误差

区域加权定位算法具有良好的定位性能，且相较与对比

算法，在相同的环境下具有更好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

因此，在复杂的室内环境中也能达到很好的定位效果。

１ 基于定位区域加权融合算法

１１ 基于信号强度的测距模型

基于信号强度的测距模型［５，１２］，其核心思想在于：信

号在传播过程中，接受的信号强度会随距离的增加而衰

减。因此，信号在传播过程中的衰减特性暗含着距离信

息。

在真实环境中，信号的反射、散射或者遮蔽的现象

对信号的采集产生很大的干扰。这些影响通常与环境

相关，且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刻画。由于信号传播

的不确定性，研究者通常假设接收信号强度满足对数正

态分布。在该假设条件下，信号强度随距离变化的模型

可以被进一步描述为对数正态阴影模型：

Ｐｒ（ｄ）＝Ｐ０（ｄ０）－η１０ｌｇ
ｄ
ｄ( )
０

＋Ｘσ （１）

其中，Ｐ０（ｄ０）和Ｐｒ（ｄ）分别表示接收在距离信号

源为ｄ０和ｄ处的信号强度；η表示路径损耗参数；Ｘσ是

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表示信号的反射现象对所接

收信号造成的影响。本文在室内设置场景进行实验时

将η值选取为２０，对 Ｘσ经过多次测量后修正为２６。

在路径损耗参数已知时，接收者可以通过接收到的ＲＳＳＩ

值来估计与ＡＰ之间的距离。

１２ ＷｉＦｉ和蓝牙的多边测量定位融合模型

本文分别建立了 ＷｉＦｉ和蓝牙多边定位模型，并获

得ＷｉＦｉ和蓝牙当前位置接收到的信号强度（ＲＳＳＩ１，

ＲＳＳＩ２，ＲＳＳＩ３，…，ＲＳＳＩｎ），运用公式（１）计算得到各个

接入点ＡＰ到当前位置的距离（ｄ１，ｄ２，ｄ３，…，ｄｎ），并选

取其中的４个最短距离进行多边测量。然后分别以这４

个ＡＰ接入点分别作为球心、相应距离ｄ为半径，建立数

学模型，如图１所示。

令上面选取的４个 ＷｉＦｉ和蓝牙的 ＡＰ接入点坐标

分别为：（ｘｗ１，ｙｗ１，ｚｗ１）、（ｘｗ２，ｙｗ２，ｚｗ２）、（ｘｗ３，ｙｗ３，ｚｗ３）、（ｘｗ４，

ｙｗ４，ｚｗ４）和（ｘｂ１，ｙｂ１，ｚｂ１）、（ｘｂ２，ｙｂ２，ｚｂ２）、（ｘｂ３，ｙｂ３，ｚｂ３）、（ｘｂ４，

ｙｂ４，ｚｂ４）为了形式的简洁，将以上坐标统一记为：（ｘ１，ｙ１，

ｚ１）︿（ｘ４，ｙ４，ｚ４），于是得到多边测量的模型的方程组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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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学模型

（ｘ－ｘ１）
２＋（ｙ－ｙ１）

２＋（ｚ－ｚ１）
２ ＝ｄ２１

（ｘ－ｘ２）
２＋（ｙ－ｙ２）

２＋（ｚ－ｚ２）
２ ＝ｄ２２

（ｘ－ｘ３）
２＋（ｙ－ｙ３）

２＋（ｚ－ｚ３）
２ ＝ｄ２３

（ｘ－ｘ４）
２＋（ｙ－ｙ４）

２＋（ｚ－ｚ４）
２ ＝ｄ













２
４

（２）

利用式（２），可以得到四个球体的公共体积。令定

位目标的手持移动设备高度为ｈ，并使用（０，０，ｈ）平面

来对公共部分进行切割得到式（３），切割面如图２所示。

简化模型得到定位可取区域，如图３阴影部分所示。

（ｘ－ｘ１）
２＋（ｙ－ｙ１）

２ ＝ｄ２１－（ｈ－ｚ１）
２

（ｘ－ｘ２）
２＋（ｙ－ｙ２）

２ ＝ｄ２２－（ｈ－ｚ２）
２

（ｘ－ｘ３）
２＋（ｙ－ｙ３）

２ ＝ｄ２３－（ｈ－ｚ３）
２

（ｘ－ｘ４）
２＋（ｙ－ｙ４）

２ ＝ｄ２４－（ｈ－ｚ４）













２

（３）

图２ 模型切割面

根据手持移动设备的高度平面截取ＡＰ接入点为球

心的三维空间模型，得到二维定位可取区域，减小了定位

范围，降低了二维空间带来的误差，且提高了定位精度。

图３ 定位可取区域

图３中阴影部分表示的是 ＷｉＦｉ和蓝牙定位可取区

域Ａｗ和Ａｂ，其面积记作ΔＳｗ和ΔＳｂ。由于定位精度和ΔＳ

是成反比，即ΔＳ越大，定位精度越低。因此，通过给定

位可取区域面积 ΔＳ设立置信度限定可取区域，并对

ＷｉＦｉ和蓝牙定位结果进行加权融合，可以有效提升定位

精度。ＷｉＦｉ和蓝牙定位的置信度分别定义为：

αｗ ＝２
－ΔＳｗ，αｂ ＝２

－ΔＳｂ （４）

将式（４）中的ＷｉＦｉ和蓝牙定位置信度融合，并进行

权值归一化得到式（５）：

α′ｗ ＝
２ΔＳｂ

２ΔＳｗ ＋２ΔＳｂ
，α′ｂ ＝

２ΔＳｗ
２ΔＳｗ ＋２ΔＳｂ

（５）

实验场景布置过程中设定的两个先验信息源分别

为：ＷｉＦｉ定位坐标 （ｘｗ１，ｙｗ１），（ｘｗ２，ｙｗ２），…，（ｘｗｉ，ｙｗｉ）和

蓝牙定位坐标 （ｘｂ１，ｙｂ１），（ｘｂ２，ｙｂ２），…，（ｘｂｉ，ｙｂｉ），分别记

作（ｘ，ｙ）ｗ和（ｘ，ｙ）ｂ。与信息坐标对应的 ｉ个参考点坐

标为（ｘ１，ｙ１），（ｘ２，ｙ２），…，（ｘｉ，ｙｉ）。根据公式（５），分别

对ＷｉＦｉ和蓝牙位置坐标进行加权处理，得到的融合定

位坐标为：

（ｘ′，ｙ′）＝

α′ｗ（ｘ，ｙ）ｗ ＋α′ｂ（ｘ，ｙ）ｂ

（ｘ′，ｙ′）（Ａｗ∩Ａｂ）

（ｘ，ｙ）ｍｉｎ（Ａｗ，Ａｂ），
{

ｏｔｈｅｒｓ

（６）

１３ 融合定位误差分析

１３１ 融合定位误差

融合定位误差定义为现场定位坐标（ｘ，ｙ）与 ＷｉＦｉ

和蓝牙融合定位坐标 （ｘ′，ｙ′）之差，表示为（σｘ，σｙ），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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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ｘ ＝ｘ－ｘ′，σｙ ＝ｙ－ｙ′ （７）

将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坐标与融合定位误差组合，得

到三维空间坐标（ｘ′，ｙ′，σｘ）和（ｘ′，ｙ′，σｙ），并采用移

动最小二乘插值法进行拟合。

１３２ 移动最小二乘法

在三维区域内的一个局部子域上误差函数表示为

σ（ｘ），其中ｘ＝［ｘ，ｙ］Ｔ。逼近拟合函数定义为：

ｕ（ｘ）＝∑
ｍ

ｉ＝１
ａｉ（ｘ）ｐｉ（ｘ）＝ｐ

Ｔ（ｘ）ａ（ｘ） （８）

其中，ａ（ｘ）＝［ａ１（ｘ），ａ２（ｘ），…，ａｎ（ｘ）］
Ｔ为相应的待

定系数向量，ａｉ（ｘ）（ｉ＝１，２，…，ｍ）是关于 ｘ点坐标的

函数；ｐ（ｘ）＝［ｐ１（ｘ），ｐ２（ｘ），…，ｐｎ（ｘ）］
Ｔ为 ｍ维基函

数向量，ｐｉ（ｘ）（ｉ＝１，２，…，ｍ）是一个二阶多项式，ｍ

是基函数向量的项数。对于三维空间，基函数向量的项

数为６，ｐ（ｘ）表示如下：

ｐ（ｘ）＝［１，ｘ，ｙ，ｘｙ，ｘ２，ｙ２］Ｔ （９）

引入紧支集限定点 （ｘ，ｙ）处的误差值 σ只受到附

近子域节点的影响，其子域称作点 （ｘ，ｙ）的影响区域，

子域外的节点对其没有影响，即设置定位置信度。定义

逼近函数与误差函数之差的平方加权为目标函数：

Ｊ＝∑
ｎ

ｉ＝１
ｗ（ｘ－ｘｉ）［ｕ（ｘ）－σ（ｘｉ）］

２ ＝

　　∑
ｎ

ｉ＝１
ｗ（ｘ－ｘｉ）［ｐ

Ｔ（ｘｉ）ａ（ｘ）－σｉ］
２

（１０）

式中，ｗ（ｘ－ｘｉ）是节点ｘｉ的权函数，ｎ为紧支区域内的

节点个数，ｕ（ｘ）是逼近拟合函数，而σ（ｘｉ）是定义域上

的误差函数。为了获得相应的系数 ａ（ｘ），将目标函数

对ａ（ｘ）进行求导数，并求极值点ａ（ｘ）：

Ｊ
ａ
＝Ａ（ｘ）ａ（ｘ）－Ｂ（ｘ）σ＝０ （１１）

ａ（ｘ）＝Ａ－１（ｘ）Ｂ（ｘ）σ （１２）

其中，

Ａ（ｘ）＝ｐＴｗ（ｘ）ｐ，Ｂ（ｘ）＝ｐＴｗ（ｘ） （１３）

σ＝［σ（ｘ１），σ（ｘ２），…，σ（ｘｎ）］ （１４）

把公式（１２）代入到式（８）中，得到 ＭＬＳ逼近拟合

函数：

ｕ（ｘ）＝ｐＴ（ｘ）Ａ－１（ｘ）Ｂ（ｘ）σ＝（ｘ）σ （１５）

其中，（ｘ）被称为形函数，表示为：

（ｘ）＝ｐＴ（ｘ）Ａ－１（ｘ）Ｂ（ｘ） （１６）

目标函数中的加权函数要求具有紧支性、非负性、

连续性且具有高阶导数，以保证系数的唯一性。由于高

斯加权服从正态分布，对于较小的定位误差权重较大，

当定位误差越来越大时，权重越来越小，因此能够很好

地平滑拟合曲面。定义高斯加权函数为：

ｗ（ｒ）＝
ｅｘｐ（－ｒ２β２）－ｅｘｐ（－β２）

１－ｅｘｐ（－β２）
，ｒ≤１

０，ｒ＞
{

１
（１７）

其中，ｒ＝ ｘ－ｘｉ ／ｄｍｉ是相对距离，ｄｍｉ是影响区域的半

径，其值越大拟合曲面就越平滑，计算成本也会相应地

变大；β是形状参数，值越大时局部平滑度会增强，整体

平滑度会降低；加权函数 ｗ（ｒ）是定义在各自的影响区

域，故为紧支函数。

算法拟合曲面步骤如下：

Ｓｔｅｐ１：实现采集的参考点和众包定位准确点的位置

信息为（ｘｉ，ｙｉ，σｉ），选择基函数ｐ（ｘ）。

Ｓｔｅｐ２：遍历每个未知点，形成形状函数。

（ａ）建立加权函数ｗ（ｘ），ｎ个节点坐标的加权函数

并形成矩阵ｗ。

（ｂ）通过公式（１３）计算出 Ａ（ｘ）和 Ｂ（ｘ）的值。并

用ＳＶＤ方法得出Ａ－１（ｘ）。

（ｃ）形成形函数（ｘ）＝ｐＴ（ｘ）Ａ－１（ｘ）Ｂ（ｘ）。

Ｓｔｅｐ３：结束未知点循环。

Ｓｔｅｐ４：得到逼近拟合函数ｕ（ｘ）。

１３３ 移动最小二乘插值法

移动最小二乘法拟合的误差函数与实际误差之间

存在偏差。若要减少拟合偏差，采用插值拟合就必须使

得权函数ｗ（ｘ－ｘｉ）在ｘｉ点处是奇异的，但这会使系数

矩阵Ａ（ｘ）＝ｐＴｗ（ｘ）ｐ在ｘ→ｘｉ时趋向于无穷大。为此，

采用对基函数正交处理。将基函数ｐ１（ｘ）在ｘ点处单位

化为：

ｂ（１）ｘ ＝
ｐ１
ｐ１
＝ １

［∑
ｎ

ｉ＝１
ｗ（ｘ－ｘｉ）］

１
２

（１９）

再将ｐ２，ｐ３，．．．，ｐｍ与ｂ
（１）
ｘ 在ｘ点处正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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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ｘ （ｘ）＝ｐ（ｘｉ）－（ｐｉ，ｂ
（１）
ｘ ）ｘｂ

（１）
ｘ ＝

　　ｐ（ｘｉ）－
∑
ｎ

ｉ＝１
ｗ（ｘ－ｘｉ）ｐ（ｘｉ）

∑
ｎ

ｉ＝１
ｗ（ｘ－ｘｉ）

＝

　　ｐ（ｘｉ）－∑
ｎ

ｉ＝２
ｖ（ｘ－ｘｉ）ｐ（ｘｉ）

（２０）

其中，ｖ（ｘ－ｘｉ）为权函数的归一化，即

ｖ（ｘ－ｘｉ）＝
ｗ（ｘ－ｘｉ）
ｗ（ｘ－ｘｉ）

（２１）

将正交化后的基函数向量表示为 ｂ＝（ｂ１ｘ，ｂ
２
ｘ，．．．，

ｂｎｘ）
Ｔ，并替换式（８）中的基函数向量 ｐ（ｘ），得到移动最

小二乘法逼近拟合插值函数：

ｕ（ｘ）＝∑
ｎ

ｉ＝１
ａｉ（ｘ）ｐｉ（ｘ）＝ｂ

Ｔ（ｘ）ａ（ｘ） （２２）

运用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ＭＬＳ插值拟合法对融合定

位误差模型数据的仿真，得到如图４和图５所示的误差

拟合。

由于室内 ＲＳＳＩ值受多径效应的影响，且环境随着

时间而改变。因此，采集的 ＲＳＳＩ值显示为动态性。当

前的参考点很少且都是静态的，结合用户反馈的定位效

果好的众包节点，动态更新 ＭＬＳＩ算法需要拟合的已知

节点。输入当前位置的融合信息 （ｘ，ｙ），利用 ＭＬＳＩ算

法的回归函数，得到融合定位误差σｘ和σｙ。当前位置融

合定位的最终估计值为：

)ｘ＝ｘ′＋σｘ，

)ｙ＝ｙ′＋σｙ （２１）

其中，ｘ′和ｙ′分别是当前位置融合定位的横坐标和纵

坐标，而σｘ和σｙ是通过影响区域加权回归得到的融合

定位坐标误差。

２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２１ 实验设计

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定位试验环境为７ｍ×７ｍ的实验

室，如图６所示。实验中设置了４个ＷｉＦｉＡＰ信号节点，

使用的是普通型号路由器ＴｅｎｇＤａＡＣ６，节点坐标分别为

（０，０，４）、（６６，０，４）、（０，６６，４）、（６６，６６，４），单位

为ｍ。同时设置了４个蓝牙节点和６４个均匀分布的参考

节点。

图４ Ｘ误差拟合图

图５ Ｙ误差拟合图

采集设备为 ＨｕａＷｅｉＭａｔｅ９，利用 ＷｉＦｉ魔盒 ＡＰＰ采

集ＷｉＦｉ信号的ＲＳＳＩ值，利用ＢＬＥＤｅｂｕｇｇｅｒ采集蓝牙信

标信息。

图６ 场景节点图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６）软件编程对本文提出的

ＷｉＦｉ与蓝牙融合定位算法进行实现，并与 ＷｉＦｉ定位和

蓝牙定位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得到的误差累积分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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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所示，其中，横坐标为误差值，纵坐标为对应的误

差概率。

图７ 定位结果累积误差分布图

由图７（ａ）可知：（１）单独的 ＷｉＦｉ定位平均误差为

２４４０ｍ，在误差为２４ｍ时，定位精度能够达到８０％；

（２）单独的蓝牙定位平均误差为 ０８９４ｍ，在误差为

０９９ｍ时，定位精度达到８０％；（３）本文提出的 ＷｉＦｉ和

蓝牙融合定位平均误差为 ０６８９ｍ，在误差为 ０８９ｍ

时，定位精度就已经达到了８０％，实验结果充分表明融

合定位极大地提高了定位精度。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定位

相较于单独的 ＷｉＦｉ定位和单独的蓝牙定位，精度分别

提升了７１８％、２２９％。

由于室内定位存在多径效应，无法完全消除，只能

通过算法减少其影响。图７（ｂ）显示了分别采用ＷｉＦｉ多

边测量质心法、近邻（ＮＮ）算法、Ｋ近邻（ＫＮＮ）算法、加

权Ｋ近邻（ＷＫＮＮ）算法和 ＥＲＷＬＡ，在减少室内定位的

多径效应影响时，得到的误差累积分布对比。这些算法

分别在误差为 ３１ｍ、２８ｍ、２４ｍ、１３５ｍ、０８ｍ时，

定位精度达到８０％。在误差为５ｍ时，几种定位算法的

概率基本都到达了１。多边质心算法把当前接受到的四

个ＲＳＳＩ值等同看待，忽略了室内的多径效应产生的误

差，因此定位精度较低；近邻（ＮＮ）算法是采用 ＲＳＳＩ指

纹法，相对于多边测量，精度稍有提高；Ｋ近邻（ＫＮＮ）算

法选择Ｋ个临近节点，相比 ＮＮ算法，定位精度显著提

高；而加权Ｋ近邻（ＷＫＮＮ）算法先进行粗定位，给 Ｋ个

临近参考点设置权重，与 ＫＮＮ比较，精度和稳定性都得

到了较大的提升。由图７（ｂ）可知，本文提出的算法ＥＲ

ＷＬＡ在１ｍ时，定位精度达即可达到９５％，与其他算法

相比较，ＥＲＷＬＡ定位精度优势明显。

本文是基于 ＷｉＦｉ和蓝牙融合的室内定位算法，无

论是算法融合还是 ＭＬＳ插值拟合都是自适应的。由蒙

特卡罗实验建立的融合定位误差模型如图８所示，清晰

地显示出本文的ＥＲＷＬＡ算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由图

８可知，多边质心算法把当前点接受到的四个ＲＳＳＩ值等

同看待，忽略了室内的多径效应。近邻（ＮＮ）算法，每个

参考点一个指纹信息，但是同一点的 ＲＳＳＩ值是多变的，

在多径效应下，室内环境对定位误差影响很大。Ｋ近邻

（ＫＮＮ）算法，在线指纹库匹配 Ｋ个最相近的参考节点，

求其中心位置作为定位结果，其忽略了指纹变量对定位

结果的影响，也忽略了定位点四个接受信号的多径效

应。加权Ｋ近邻（ＷＫＮＮ）算法通过自适应调整权值来

进行加权定位，但定位精度过分依赖于加权函数和指纹

库匹配的参考点。本文的算法采取自适应的融合方法，

可以通过自适应调整权值来进行加权融合。再采用区

域加权的ＭＬＳＩ算法拟合参考点误差，考虑了室内多径

效应产生的误差区域化，具有更高的定位精度和稳

定性。

３ 结束语

采用三维坐标进行多边测量，获得模型定位的可取

二维区域，相比于二维坐标，能够减少空间距离带来的

误差。对ＷｉＦｉ和蓝牙定位进行可取区域加权融合，相

比单独定位算法，不仅提高了定位精度，而且通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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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算法的定位结果

定位误差模型明显减小了噪声的影响，抗干扰性增强。

利用ＭＬＳＩ算法对定位误差进行拟合，并通过设置置信

区域对误差函数进行加权，相比于误差无偏估计更加适

应复杂的室内环境。此外，将客户反映较好的众包节点

用来定时更新误差拟合的参考节点，大大地减少了后期

勘测维护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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