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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室内定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 AR 技术的兴起，将手机摄像头应用于室内定位成为极具意义的研究课题。
行人航迹推算获取行人运动轨迹的过程不依赖通讯基站，在短时间短距离内，推算的轨迹精度很高，但长期使用会存在
累计误差。文章将传统的室内监控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作为地标的数据来源来建立图像地标，避免了人工采集数据。利
用手机识别地标来校准推算轨迹的漂移。实验表明，
提出的定位方法定位效果良好，平均定位精度可达到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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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oor positioning algorithm based on image landmarks
Zhao Jingya, Yu Ning
(School of Instrumentation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door positioning is on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With the rise of Augmented Reality (AR)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phone camera in indoor positioning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research.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PDR)
does not rely on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when estimating pedestrian trajectories. The trajectory estimated in the short term
is very accurate, but the long-term use will produce cumulative error. In this paper, the image coll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indoor
surveillance camera is used as the source of building the database to establish image feature landmarks. The artificial data collection is avoided. The drift of the estimated trajectory is calibrated by identifying landmarks.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achieve good positioning accuracy, the average positioning accuracy can reach 1.5 m.
Key words: indoor positioning; image landmarks; feature; trajectory

1 系统概述

0 引言
随着基于位置服务 的发展，室内定位成为当前的研究
热点之一。室内定位主要采用多种技术形成的定位体系来
实现人员、物体等在室内空间中的位置监控。基于位置的服
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一项基本服务需
求，尤其在大型复杂的室内环境中，如博物馆、机场、超市、医
院、火灾现场等区域，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研究意义。因
此，研究低成本、高精度、易扩展的室内定位方法具有巨大的
应用前景。
目前，关于室内定位的研究非常多，当今建筑物中，一般
商业场所都会布置 AP 热点，
但很难达到完全覆盖，
存在定位盲
区。依赖于 WiFi 的室内定位受环境限制较大，
不具有普适性[2]。
在室内定位领域，基于惯性传感器的行人航迹推算（PDR），因
其不依赖于通讯基站，可在短期内单独定位的优点被广泛应
用。相比于 WiFi[3]和蓝牙[4]等信号获取的数据，用惯性传感器
获取的数据更加直接和稳定。虽然 PDR 短期内推算的轨迹精
度很高，可维持亚米级别的精度，
但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累计误
差，需要一定的校准机制。
研究者们一般将室内地标作为校准机制[5]。在航迹推算过
程中，通过传感器检测地标来更新 PDR 的位置可以使后面的
位置推算更加准确。传统的室内地标有：
拐角、楼梯口、
门等。
这些地标可以通过惯性传感器的数值变化特点来区分但容易
受到室内环境的影响。
手机摄像头融入室内定位导航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主要研究以惯性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为主的定位。基于
图像特征识别的定位方法，虽然精度高，但是特征匹配比较耗
时，将其与惯性传感器结合，
校准测量结果能降低甚至消除误
差，从而，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
[1]

本文定位方法主要是利用室内已有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
特征物体的特征来建立图像地标。通过将用户在地标区域不
定时拍摄的图像与地标中的特征图像进行特征匹配来识别地
标，进而更新 PDR 的初始位置达到清除累计误差的目的。

2 方法实现
定位方法分为三部分：建立地标、地标识别和航迹推算。

2.1 建立图像地标
摄像头位置长期固定，可以作为室内地图中的锚节点，其
长期采集的视频作为地标的数据来源，以此为精确的位置参
考点来建立图像地标。

图 1 整个定位区域内地标位置分布
为了降低图像数据的冗余，减少图像特征匹配的时间，对
每处地标的图像序列均采用等间隔选取的方法。根据每处地
标具体特征物体的分布情况设定采样间隔 n，n 一般设置为
13~20，每处地标的特征图像一般为 5~7 帧。这里我们选择用
Lowe 提出的特征描述子 SIFT 检测图像特征。基于 SIFT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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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提取的特征描述即为特征，每个特征由 1*128 维的向
量表示。SIFT 检查像素确定特征。每帧图像都可以用若干特
征独一无二的表示。建立的图像地标如图 1。地标由摄像头
坐标（基坐标）、特征图像及其特征组成。

2.2 地标识别
定位系统识别地标的过程主要分为两部分：拍照动作识
别和匹配特征图像。
（1）拍照动作识别
当用户进入地标区域时，用手机拍摄其认为“色彩丰富”
的图片，一般为地标区域内的特征物体。因为行人行走时重
复相同的动作，手机中的惯性传感器采集规律性的数据。传
感器在拍照时的状态变化明显不同于行走时的状态变化。拍
照时，手机处于静止状态，传感器数值也保持不变；举起手机
时，加速度计的值会出现突然下降后基本保持不变，陀螺仪会
出现急剧下降之后恢复正常，磁力计会急剧上升后保持不变；
放下手机时，传感器的数值有急剧的反方向的改变，如图 2 所
示。可以看到在举起和放下手机的瞬间 z 轴方向的传感器数
据变化均不同于正常行走时的状态。图 2 中 8~15s 时为拍照
阶段。结合惯性传感器数值同时急剧变化的检测方法可以有
效区分拍照、站立和行走。

（1）步态检测
检测依赖于用户行走时垂直方向加速度计的重复模式。
一般地，通过对信号的频域特性的观察能够很好地探测周期
性。在这里我们对加速度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利用加
速度的频谱图来推测用户的步频。用户进入室内到遇到第一
个地标前，无法获得有效位置，在该段距离内，
可以通过 z 轴加
速度信号频谱图来探测步频。以后用户行走过程中的步频由
上次遇到地标校准前的加速度来更新。一般行人正常行走时
的步频范围是 1~3Hz。
（2）步长估计
通过 the Weinberg model 计算用户的步长：
（2）
其中，amax 和 amin 分别是加速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k 是
根据不同行人的运动模式训练获得的常数。即使行走方式相
同的个体其步长也是变化的，我们在步长上加上随机误差
（在±10%的范围内均匀分布）。
（3）航迹推算
通过获取步长可以获取连续的轨迹，
推算公式如（3）所示，
基于此获得用户连续的轨迹。
（3）
其中（xk-1，yk-1）和（xk，yk）分别表示前后两时刻的位置，SLk
为第 k 步的步长。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设计
实验总面积为 1000m2 的矩形定位区域。建立的地理坐标
系如图 1 所示。在电梯口、拐角和直廊等地方均分布着 4 个
具有旋转功能的摄像头，在固定位置长期采集一定范围内的
场景视频。

3.2 结果分析

图 2 拍照时手机 z 轴方向数值的变化
（2）匹配特征图像
地标识别阶段的核心是特征匹配。采用基于图像特征的
匹配定位，当地标识别成功时，可以近似认为特征物体的坐标
近似与所持手机的用户所在位置一致。当检测到拍照动作时，
即停止航迹推算。对图像提取 SIFT 特征并与地标库中的特
征图像依次进行特征匹配，根据两帧图像检测的 SIFT 特征个
数分别为 F1 和 F2，特征点匹配对数为 Fc，
计算二者的相似度 S：

为了验证图像地标的校准效果，实验中用户以地标 1 的
地理坐标（1.8，7.2）作为精确的初始位置，其余 3 处地标为
校准点来更新初始坐标。基于图像地标的航迹推算结果如
图 3。

（1）
用公式（1）分别计算特征图像与上传图像的相似度 S，S
最大的特征图像即为最佳匹配特征图像，
同时，返回地标识别
的坐标并更新 PDR 的初始位置，
清除累计误差。

2.3 航迹推算
基于图像地标的定位在分散的区域可以获得较为精确的
位置估计，为航迹推算提供参考初始位置。PDR 算法利用手
机惯性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可以实现连续的轨迹估计。航迹推
算首先需要确定初始位置，
然后通过检测步态来估计步长，
通
过历史位置的连续迭代形成持续的轨迹估计。

图 3 整体定位效果图
PDR 单独使用时，平均定位误差可达 5.5m。当以地标更
新初始位置时，误差明显降低。地标校准后平均每步精度为
1.5m。表明图像地标能大大降低在航迹推算中产生的累计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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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电子排队管理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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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疗事业的发展与人们健康意识的升级，使得医院在日接待量上不断增加。为了提高门诊的接待效率并管理就医
秩序，
必须应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设计科学的门诊电子排队管理系统，
从而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由此，
本文从门诊电
子排队管理系统的特点内容展开分析，对相关的功能区组构成与程序核心技术条件展开分析，从技术角度为程序应用管
理与设计研究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门诊信息；电子排队；
管理系统
中图分类号：R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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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信息系统的构建，是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
实例，
必须在进行系统设计的工作中，
重点强调与医务门诊工
作的适应性条件，进而有效地提高门诊工作的效率水平与科
学化条件。因此，
必须从排队系统的特性内容出发，在整体技
术应用方向上进行分析，以求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

1 门诊电子排队管理系统的特点
门诊电子排队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基本实现了普及，并在
应用实务中展现出了典型的技术优势条件。在功能特点上，
由于其简便性条件，
可以方便患者直接进行操作，无需医院的
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就能直接完成门诊项目。同时，在进行系
统应用管理的过程中，整个电子排队管理系统中，有较大的数
据容量空间，可以兼容门诊业务中的多项内容，
表现出较为齐
全的功能性水平[1]。在高集成的信息化处理过程中，能保证较
低的运行成本消耗，
使管理工作的便捷性、
服务质量的高效性
水平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从技术角度出发，整体系统在创
设之初，就为技术发展预留了空间，通过系统的兼容性模块，
可以将电话预约、号码查询、
短息管理等内容通过端口直接与
系统连接，并在后台监控的管理中，
保证运行的质量条件。因
此，在门诊电子排队管理系统的设计中，充分地考虑了医院工
作的特殊需求条件，
展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水平，可以全面地
发挥出功能与价值条件。

2 门诊排队系统的组成条件与关键技术
2.1 门诊排队系统的功能区组
（1）分诊系统。分诊系统即门诊业务中所俗称的“挂号”，
随着医疗系统的完善化发展，分诊系统也分为了不同的执行

4 结语
本文主要实现了基于图像地标的行人航迹推算方法。利
用室内现有设备摄像头建立图像地标，采集数据节省了大量
人力物力。以室内摄像头的位置作为锚节点地标的坐标，用
SIFT 特征描述图像中特征显著的特征。当用户遇到地标时
对其拍照，利用图像特征匹配算法计算相似度来识别地标，
得到当前合理的位置估计。对 PDR 的初始位置进行更新来
清除累计误差。本文算法大大降低了单独使用 PDR 产生的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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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疗排队系统，患者在就医前，对所选择的医疗科室、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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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独立的医疗信息临时表，将数据资料传输到数据库的同
时，就可进入排队系统进行等待。在此方法下，信息数据系
统需建立起如表 1 所示的分诊功能表，并在内容上实时地
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以此保证就医人员信息学化处理的有
效性。同时，在对挂号系统进行管理的工作中，还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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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叫系统。呼叫系统的应用，
主要是医生完成对于患
者的呼叫，
保证门诊排队系统的高效率正常化进行，
是保证整
个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功能性上，呼叫系统的应用不仅
可以督促患者就医，
也可以在付款、取药等医疗项目中发挥功
能价值。
在应用过程中，
每名医生只要到岗工作时，
在系统中进行
登录，就可进行呼叫。将员工 ID 信息作为登入条件，不仅可
以完成系统账号的补充，还可以在整个门诊系统中形成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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