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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测距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算法，该算法利用未知节点与锚节点之间的测距值和几
何关系实现定位。根据几何关系证明了该算法的定位精度与未知节点的测距精度和锚节点的位置部署有关，可以
通过规则部署锚节点并约束节点间的测距精度。使最终的定位精度以较高的概率达到厘米级别。数字仿真实验验
证了理论结果，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当测距误差为Ｏ．０１时可以使最终的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别。该算法实现比较
简单，比较适合于对大型厂矿内移动货物的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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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１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众多问题中，节点的定
位技术是该领域的支撑性技术之一，很多问题的展

ＲｓＳｌ测距的加权质心定位算法。

２定位算法
２．１算法介绍

开都是基于节点位置信息的，如基于位置的高效路

本文介绍的算法是利用几何作图的方式来实现

由算法，对数据的位置标记等。对于无位置信息的

未知节点的定位。如图１所示，以三个锚节点Ｓ。，

数据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节点定位问题的研究

Ｓｚ，Ｓ。为圆心，未知节点到锚节点的测距值Ｃ１，ｃｚ，ｏ

显得尤为重要。

为对应锚节点的半径作圆。三个测距值中每两个为

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许多与定位相关的算

一组作差，找出差值最小两个锚节点组。以每一组

法，文献［２，７］对现有的定位算法进行了综述。

中的两个锚节点为端点得到一条线段（ＡＳ－ＳｚＳｓ的

ＷＳＮ中的定位算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基

某一条边），一共两条线段。分别做这两条线段的定

于测距（Ｒａｎｇｅ－ｂａｓｅｄ）的，另一种是非测距（Ｒａｎｇｅ

位垂线，两垂线的交点作为未知节点的计算位置。

Ｆｒｅｅ）的。前者通过测量节点间的距离，然后利用三

其中，线段的定位垂线作法为：若以某一组的两个锚

边定位法、三角定位法或极大似然数估计法对未知

节点为圆心所画的两个圆是相交的，则定位垂线为

节点进行定位。常见的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有

两圆交点的连线；若相切，则定位垂线为过切点与锚

ＴＯＡ定位算法ｆａ］，ＴＤＯＡ定位算法［８］，ＡＯＡ定位

节点连线垂直的直线；若相离，则两锚节点构成的线

算法［９］，ＲＳＳＩ定位算法［１０］。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

段与两圆交于两点，所求定位垂线为这两点所确定

精度比较高，但是需要额外硬件，成本较高，不适合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部署较大型的网络。后者不需要对节点进行绝对距
离的测量，它是基于网络的连通性和拓扑结构，通过
节点间信息的交换来认知整个网络，从而实现节点
的定位。常见的菲测距的定位算法有质心算法［¨，
ＤＶ－Ｈｏｐ定位算法［１１］，ＡＰＩＴ算法［６］。由于这些定
位算法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因而节点的成本较低，适
合部署大规模的网络。由于网络的已知信息较少，
定位难度较大，精度较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低，但是
在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也能满足应用要求。也有将这
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定位算法，如文献Ｅ５３中的基于

图１定位原理图

例如，如图１所示，三个锚节点的测距值关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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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

Ｃ３＜ｃ１＜ｃ２，选择锚节点组（Ｓ３，Ｓ１）、（Ｓｌ，Ｓ２），并作其

（１）当两圆相交时

确定线段的定位垂线为ｌ，，ｌｚ，其中Ｚｔ是圆Ｓ。和圆

如图２所示，以两圆交点连线为ｚ轴，锚节点连

Ｓｓ的交点连线，ｚ。为线段Ｐｚ。Ｐ。ｚ的垂直平分线。未

线为Ｙ轴，两轴垂直，建立直角坐标系ｘｏｙ。若设锚

知节点的计算位置为Ｚ－，１ｚ的交点吖。

节点坐标Ｓｌ（Ｏ，Ｙｏ），则有Ｓ３（Ｏ，执＋ｄ）。由２．１节

２．２定位原理

的定位算法知ｚ轴即为所求的定位垂线，未知节点

用一种测距技术测得未知节点和两个锚节点的
距离（通常有误差），距离值越小说明未知节点与该

的计算位置是ｚ轴上的某一点，其真实位置到该直
线的误差距离设为ＺＸｈ。

锚节点越近。２．１节所述的定位垂线反映了这种远

近关系，并且未知节点就在定位垂线的附近。当定
位垂线的作法合理时，未知节点就会非常靠近甚至
就在定位垂线上。当有两条定位垂线时，其交点即
可以近似的认为是该未知节点的计算位置。
２．３误差证明
由２．１节中可以看出，本定位算法主要由锚节

点组的选取和定位垂线位置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下
面首先证明未知节点与所作定位垂线间的误差值与
测距精度有关，然后讨论最终的定位误差的影响因
素。首先作以下符号约定：

Ｍ（ｘ，ｙ），Ｍ（ｚ７，Ｙ’）：分别是未知节点的真实
坐标和计算坐标。

Ｓｔ（ｘｉ，ｙｉ），ｄ：分别是锚节点ｉ及其坐标，两个
锚节点之间的距离，其中ｉ∈Ｎ’。

Ｄ；，∞钔分别为未知节点到锚节点Ｓｉ的真实
距离，测距距离，真实距离与测距距离之差。有：取
＝Ｑ＋毋。

厶是三角形ＡＳ。ＳｚＳｓ某边上的定位垂线，ｉ∈
｛１，２，３｝。
下文中若不特殊声明，所有符号均按照以上的
符号约定进行解释。为了下文描述的简单，给出下

面３个定义及其判定定义：
（１）测距值与真实值是正相关的：由一个未知节
点和３个定位锚节点组成的定位单元中，当未知节
点到锚节点的真实距离满足关系：Ｄ；≤Ｄｊ≤Ｄｔ，测

图２误差分析（相交）

对直线ＭＳ，，ＭＳ３分别有：
≯＋（３，一曲）２－－－－（ｃ１＋Ｐ１）２

（１）

≯＋［３，一（帅＋ｄ）］２一（ｃ３＋勖）２

（２）

ｙ：虹丝三掣巡ｂ（３）
由式（１），式（２）得：

又：ＡＯＰＳ。和ＡＯＰＳ３中，由公共直角边ＯＰ：

砖一筛＝ｅｌ一（３，ｏ＋ｄ）２

（４）

：＞蛳一亟孚，带入式（３）得：
ｙ一鱼±型－二２半ｇ旦Ｌ２幽２

Ｊ

２

（５）
…

１ ｊ

所以，未知节点到直线ｚ的距离误差为：

丛乩Ｉ＝ｌ址丛鼍≯些幽Ｉ
一埋＿攀生丑

（６）
、ｖ，

ｎ，

距值就一定满足：Ｃｉ≤ｃｊ≤Ｑ，其中ｉ，Ｊ，ｋ∈Ｎ’且互
不相同。我们就说在这个定位单元中测距值与真实
值是正相关的。

（１Ｉ）当两圆相切或相离时

如图３所示，以直线ＳｔＳ２作为ｚ轴，线段Ｐ－，

（２）测距值与真实值是非正相关的：在一个定位

Ｐ，ｚ的垂直平分线为Ｙ轴建立直角坐标系ｘｏｙ。由

单元中至少存在一组锚节点，真实距离有：Ｄｔ＜Ｄ，，
而测距距离：ｃｉ＞ｃ；，我们就说在这个定位单元中测

２．１节的定位算法知：未知节点的计算位置为Ｙ轴

上的某一点，由几何关系可得式（７）。

距值与真实值是非正相关的。
（３）定位系统满足正相关特性：若该系统中用于

定位的所有定位单元均满足测距值与真实值正相关
的，我们就说该定位系统满足正相关特性，否则称该
定位系统不满足正相关特性。
证明：分两步，首先证明未知节点与定位垂线间
的误差距离与测距精度的关系，其次证明在正相关
特性下最终定位误差是与测距差值是相关的。
第一步：与定位垂线间的误差，分两种情况。

图３误差分析（相离或相切）
·

５７·

ｆ（ｚ—ｚｏ）。十ｙ。。（ｃｌ＋ｅ１）２

仨．７１７０鬣（ｄ神－－］ｃｉ：）叫／２ｃ２＝托０
＋ｃ１＋

Ｄ

２

ｌ—ｆ２

∽
、一

时Ｐ。一湎Ａ／ｌｌ，Ｍ＇Ｐｚ一篇，对平行四边形吖
Ｐ，ＭＰｚ，用余弦定理求其对角线得：

【Ａｈ＝Ｉ ｚＩ

ＡＬ：—、／—＆ｈ—ｌ—２＋—＆—ｈ—２ｚ—＋—２。。彳Ａ—ｈｌ—·—＆—ｈ—２—·一ｃｏｓＯ（９）
ｓｌｎＵ

解方程式（７）得：

从＝Ｊ型丛立音世丝型Ｉ

：也匕堕尝剑
ｎ

ｆ

（８）
…

当两个圆相切时有：ｄ＝ｃ，＋ｃ：，带人式（８）得到
误差关系与式（６）形式一致，即相切与相交时的性质
相同。
由式（６），对某一组锚节点，某时刻未知节点位
置是一定的，则未知节点与锚节点之间的真实距离

图４定位误差计算

Ｄ，、Ｄ３，以及锚节点之间的距离ｄ（＞Ｏ）均为定值。

此时未知节点与定位垂线的距离误差的影响因素有
两个：节点的测距值与真实值是否正相关，测距值的
平方差。当节点的测距值与真实值非正相关时，不
失一般性假设：Ｄ－＞Ｄ３，由非正相关得：ｃ，＜ｃ。，误差

为：幽。。：止堕＿堡关斗亟二盟，而当满足正相关条

当用于定位的两组锚节点确定后，定位垂直线
Ｚ，和如的方向确定，其夹角占为定值，由式（９）知定

位的最终误差只与Ａｈｌ，从２有关。为研究最终定
位误差与测距差值间的关系，不妨设未知节点到定
位垂线平均误差为Ａｈ，用该值替换式（９）中的曲１，
Ａｈ２得到：

ＡＬ：址．—～／—２（—１－＋丁ｃｏ—ｓ０）

ｊＬ璺主望毡手蚴０对ｄ实数有不等式关系：

件时，即当Ｄ１≥Ｄ３时有：ｃ１≥Ｃ３，误差为：从７１３＝
ｎ，

，’

Ｓｌｎｆｆ

再爿＾ｎ’ｌ’可Ｊ＾一，＼／Ｊ、：

Ｉｌ口Ｉ—Ｉｂ ＩＩ≤Ｉａ＋ｂＩ≤Ｉ ａ Ｉ＋Ｉ ｂ Ｉ，由此可得：△＾７，。≤

△＾≤幽。ｓ。说明测距值与真实值是否正相关是影响
误差的第一要素，非正相关时的误差要远大于正相

由此可见最终的定位误差与Ａｈ成正比。
当测距值与真实值正相关时，当两圆相交时，由
式（６）得：ＡｈｏｃＡ（ｃ２）；当相切或相离时，由式（８）得：
ＡｈｏｃＡｃ。这两种情况最终有：
由式（１０），式（１１）得到：

映了测距的高度不精确，是由测距误差过大引起的，

此该因素可以归结为小范围内的测距误差，与测距
精度有关。
当相离时如式（８），误差的影响因素：测距值与
真实值是否正相关，测距的差值。同相交情况类似，

不难证明这两个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测距精度。
综上可以得到，未知节点与定位垂线间的误差
最终是由测距精度决定的。精度越高，误差越小，反
之越大。
第二步：在正相关特性下的最终定位误差

如图４所示，两条定位垂线ｌ。和ｌ。相交得到未

（１２）

ＡＬｏＣＡｃ

因此该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测距精度。对于测距值
距值平方差越接近于真实值的平方差，误差越小，因

（１１）

ＡｈｏｃＡｃ

关时的误差。由其定义可以看出，非正相关特性反

的平方差，在满足正相关特性时，测距精度越高，测

（１０）

即在测距值与真实值满足正相关特性时，最终

定位误差与测距值的差值成正相关。证毕。
３定位精度的影响因素
３．１

锚节点的位置部署影响
当三个锚节点构成的三角形中，若用于作定位

垂线的两条三角形边的夹角过小，即使测距误差较
小，此时也可能导致较大的定位误差，如图５所示。
根据定位算法，此时选择线段Ｓ，Ｓｚ和５ｚ Ｓ３分别作

垂线得Ｚ，、Ｚｚ，交点时即为未知节点Ｍ的计算位置。
因为么Ｓ：较小，导致Ｚ。与如的夹角较小。假设未
知节点到两条垂线的平均误差为△＾，则定位误差约
／Ｃ

知节点Ｍ的计算位置节点Ｍ７，未知节点到两条定

为：△＝ｌＭＭ７ Ｉ＝Ａｈ／ｓｉｎ气导，当么Ｓ２＝３０。时，△＝

位垂线的距离分别为Ａｈｌ、Ａｈ２。过Ｍ点分别作ｚ。

３．８６·△＾；当么Ｓ２＝１５。时，Ａ＝７．６６·△＾。

厶

和ｌｚ的平行线得到直线１７。和１７。。最终未知节点的

由此可见，当用于作定位垂线的两个三角形边

定位误差为△Ｌ，该值即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的

所构成的夹角较小时，定位误差会显著增加。为了

长度。

避免该情况的出现，一种可行的锚节点组选择方案

Ｚ。和Ｚｚ形成夹角么Ｐ，Ｍ＇Ｐ２简记为口，则有：
·５８·

为：在备选三角形中选择最小角最大的那个三角形

对应的三个锚节点作为定位锚节点组

性不确定．并且不考虑多锚节点位置部署情况下的
算法描述

（１）未知竹点接受到多个锚节点的无线信号，选
择最邻近的并Ⅱ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个锚节点Ｍ，．

札，％作为定位锚节点组，并计算出其对应的测距
值ｃｌ，ｒ２，ｆ、。

（２）“个锚节点为顶点确定一个三角形，在三
角形的每条边Ｌ计算定位垂线，一共得到三条直线
分别为ｌ－，，ｚ，ｆ，。其中，定位垂线的计算方式如下：
图５角度对定位精度的膨响

３．２正相关特性的影响
由２ ３节可知：当未知节点对锚节点的测距值

与真实值非正相关时．定位误差会显著增大。在不
能保证测距的正相关性的情况下，假设未知节点与
锚节点之间的真宴距离有关系：Ｄ。＜Ｄ２＜凸。若测
距值与真宴值正相关，则有ｃｚ＜ｏ＜ｏ．此时选择用
于定位的两组锚节点为（ｓｌ，Ｓ２）和（ｓ２，Ｓ）。若非
正相关时，假设发生在节点ｓ－和岛问，则有ｃ。＜“

以Ｍ，，Ｍｚ，＾以为蝎¨０，分别以吣ｍｏ为半径日三
个圆记为：凹０－、圆Ｑ、圆ｑ，边Ｍ＿￣ｆ，上的定位
垂线为①当圆０和圆０，相交时，定位垂线为两圆
交点的连线；②当圆０，和圆０．相切时、定位垂线为

过切点与边＾州，垂直的直线；③当圆０和圆０，
相离时，线段＾ｔＭ，与两个圆有两个交点Ｐ，，ｎ，此
时定位垂线为线段Ｐ ｚＰｚ的垂直平分线。

（３）计箅三条定位垂线的交点：①当交点仅为一
个时，该点为未知节点的最终位置；②当交点有三

＜ｍ此时选择用于定位的锚节点组为（Ｓ：，ｓ，），

个，分别为吖１（ｚｌ，ｙ１），吖２（ｚ２，弛），Ｍｊ（ｉ３，曲）

（ｓ．，＆），即非正相关性直接导致选择用于定位的锚

时，利用质心算法计算未知节点的最终位置坐标

节点组的变化。为了平衡非正相盖的这种影响。对

（ｊ，ｙ）：

定位算法做适当的修正。

ｆｚ一（１１—｝ｚ２—｝ｒｊ）／３

修正的算法：如图ｌ所示．按照２ ｌ节中作定位

垂线的方法求线段Ｓｚ岛．＆Ｓ”ｓ，岛的定位垂线，得
到三条直线分别为ｌ，，ｆｚ，ｆ；。由这三条直线相交可

、Ｙ一（√１十如＋弘）／３

５数值仿真实验

能得到１个交点或３个交点。当交于一个点时，该

ｊｌｊ Ｍａｔｌａｂ将本文第４节中所描述的定位算法进

点即为未知节点的计算位置．当相交于３个点时，用
质心算法或加权质心算法算出一个点作为未知节点
的计算位置。若选择加权质心算法，则权值与测距

行了仿真实现。用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代表锚节点，

的差值有关。

与铺节点之间的真实距离为ｄ，则测距值为区间
［ｏ ９５ｄ，１ ０５ｄ］之间的任意一个值。仿真结果如下

做以上修改后，避免了测距值与真实值是否相
戈性对用于定位的锚节点组选择的影响。由丁采用

考察＝角形内部不同位置的定位误差情况。未知节

点时锚１，点的测距误差初始设为０．０５，日Ⅱ若未知节点

了质心算法或加权质心算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如图６所不．左倒是三角形内部全部数据的空
问罔，右侧是该空问甩的俯视图，总体ｔ三角形的中

ｌ节ｑ，讨论的角度对定位误差的影响，因为它将
二条定位垂线相交所构成的４＇－角形（不难证明此

心区域误差分布值较小，靠近三个顶点处误差分布
值较大。

３

＝角形与＝个锚节点所构成的三角形相似）的质心
作为未知节点的计算位置，而原方案来姐节点的计
算位置是蔽４＇－Ｚｆ自形的某一个顶点。因此在不保证

女４距值与真实值相关性条件下，修改后的算法更具

蹦

普遍性。

但是，肖满足测距值与真宴值正相关特性时（该
持性可以通过使用物胖结构发射功率，测距算法等
均一致的传感器节点来保证），修正算法不如原算法
的定位精度高．因为南（１２）式得到定位误差与测距
的差值成正相关，而巨箅扶始终选择测距差值最小
的锚节点作为定位锚节点组。

４定位算法描述
Ｆ向结出最般情况下．测距值‘ｊ真实值相关

Ⅶ

‘ｘ＃‘。

旧６仿真十部数据

如图７所示，反映了不同误差区司的未知口点
分布，误差区问分别为Ｅｏ，０ Ｉ］，（ｏ １。０ ２］，（ｏ ２，

∞，０门内的点分布显著增加。ｎｌ以得出未知节点

３Ｊ，（０．３，∞），单位：冰（ｍ）。阁７左上图：误差值

表１根据统计给出了不同测距精度下不同误差

０

在区间［０，０．１］内的点主要分布在三角形的中心地
带．边附近分布较少，顶点附近分布极少。图７右上
图：在同一三角形内，误差区间（Ｏ １，０ ２］内的点比
０，０ １］内的点多，主要分布在。角形中心部分，但是
分别范围比区问［ｏ．０ １］大一些。图７中左下图误
差区间（Ｏ ２．０ ３］的点除中心区域外，几乎均匀的分

的测Ⅸ，柑度舯该算法的影响较大。
区间未知节点的分布比例数据。ｎｒ以得出当测距
误差为０ ０１时可“保证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别。

≤～

布在整个三角形内部，但点的个数比区间（ｎ １，０．２］
内的点稍傲少一些。罔７中右下圈：误差区间（ｎ

有多种颜色，说明这衅误差值之问的跨度范围较太。
晰ｏ＊￡Ⅲ（＝０Ｉｍ

是罐一

３，

∞）内的点主要分布在三个顶点附近处，边附近也有
少量分布，三角形中心部分几乎无分布，并且这些点

０１ｍ‘稚ｍ（＝Ｏ抽

鬟Ｉ。一

一 ～ 螂蝴螂掰 洲一～帐删洲蝴 一 ～一螂嘣洲

州一一＿誊咧喇删

结束语基于淫Ｉ距的定位算法较基于非测距的
算法定位精度高，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种工业生产和
生活需要。本文提出的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其定
位精度与测距精度、锚节点酃署位置有关，在规则部
署锚节点情况下当测距误差为０叭时可以保证最

终的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别。
该算法是对现有基于测距定位算法的补充和丰
富，特别适台于运行轨迹已经大致确定的移动目标

定位，因此在一些大型的厂矿和码头对移动货物的
定位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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