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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 

• CC2430                                 • ZigBee 

• CC2431                                 • 定位引擎 

2 介绍 

本文档描述了 CC2431 中的定位引擎。CC2431 是一个 ZigBee 片上系统，那

么在一个 ZigBee 网络中使用定位引擎将是它的主要功能。本手册写得比较简单，

将不会描述任何协议的具体内容。 

本文档主要的目的是介绍定位技术的基本方面，并提供一些心得和技巧使得

利用 CC2431 的定位引擎进行系统开发更加容易。本文档应当作为 CC2431 和

CC2430 数据手册的延伸来进行阅读。 

3 定位引擎 

CC2431 中使用的定位算法是基于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值的。RSSI 值

将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图 1：位置估计 

图 1 所示是一个简单的位置探测系统。“Reference node（参考节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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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放在已知位置的静态节点。简单的说，这个节点知道它自己的位置，并且在其

他节点发出请求时，它能告诉其他节点它们在哪里。一个参考节点不需要有位置

探测必须的硬件，它不需要做任何计算。一个“Blind node（定位节点）”是一

个利用 CC2431 建立的节点。这个节点将收集所有参考节点对请求的应答，读出

各自的 RSSI 值，把收集到的值送入硬件引擎，然后它读出计算出的位置并将位

置信息发送给一个控制软件。 

从一个参考节点发送到定位节点的 小数据量包括参考节点的 X 坐标和 Y

坐标。RSSI 值由接收者计算，即定位节点。 

定位引擎的主要特点是使得每一个定位节点可以进行位置计算，因此算法是

分散的。这个性质减少了网络中大量的数据传输，因为只对计算出的位置坐标进

行传输，而不是用于实现位置计算的数据。 

为了画出实际环境下不同地点的位置，可以使用一个二维坐标图。接下来，

方向就用坐标 X和 Y表示了。在所有图中 X被定义为水平方向，Y为垂直方向。

CC2431 的定位引擎仅仅能够处理两个维度，但是通过软件它可能处理一个三个

维度（即表示建筑物内的楼层）。(X,Y)=(0,0)被定位在网格平面的左上角。 

3.1 节点类型 

3.1.1 参考节点 

拥有静态位置的节点叫做参考节点。这个节点必须被预先设置好与实际位置

相对应的 X坐标和 Y坐标值。 

参考节点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包含 X坐标和 Y坐标的“参考”数据包给定

位节点，也被称为锚节点。 

由于这个节点根本没有使用硬件定位引擎，因此它没有必要使用 CC2431。

也就是说一个参考节点既可以使用 CC2430 也可以使用 CC2431。由于 CC2430/31

和 CC2420 是基于相同收发器的，所以甚至可以将 CC2420 和匹配的微控制器一起

使用作为参考节点。 

3.1.2 定位节点（盲节点） 

定位节点将和 近的参考节点通信，从每一个参考节点收集 X坐标，Y坐标

和 RSSI 值，并通过输入定位引擎硬件的参量计算它自己的位置。然后，计算出

的位置信息将被发送给一个控制基站。这个控制基站可以是一台计算机或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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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节点。 

定位节点必须使用 CC2431。 

3.2 用于定位的硬件 

定位引擎利用软件层一个非常简单的接口，写入参量，等待进行计算，然后

读出计算出的位置信息。这章将讨论不同参量以及它们的解释。 

 

图 2：定位引擎的输入和输出 

3.2.1 输入 

表 1 显示了所有需要输入到定位硬件的参量。所有的值的详细描述将在下文

介绍。以下是一个简介。 

名称 小值 大值 描述 

A 30 50 距离发送器 1 米处的 RSSI 的绝对值，单位是 dBm。 

n_index 0 31 这个值代表信号传播指数，值的大小由环境决定。 

RSSI 40 95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值，单位是 dBm。定位引擎使用 RSSI

的绝对值作为输入。 

X, Y 0 63.75 
这些值表示 X 坐标和 Y 坐标对应的确定点，单位是米，

精确度为 0.25 米。 

表 1：硬件输入参量表 

3.2.2 输出 

名称 小值 大值 描述 

X, Y 0 63.75 
这些值表示计算出的关联的 X坐标和 Y坐标所确定的点，

单位是米。 

表 2：定位引擎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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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SI) 

当CC2430/31接收一个数据包后它将自动将接收的数据包添加一个RSSI值。

RSSI 值总是前 8个符号周期（128μs）的平均值。这个 RSSI 值用 1字节表示，

是一个有符号二进制补码。当一个数据包从 CC2431 的 FIFO（先入先出）中被读

出后，倒数第二个字节将包含接收了实际数据包中 8个字符之后测量的 RSSI 值。

即使在收到数据包的同时获得 RSSI 值，RSSI 值也能反映那时接收信号的强度，

因此接收的数据包不需要包含信号功率。在获得 RSSI 值的同时，当许多节点正

在通过相同信道进行会话时，便为 RSSI 值出现错误提供了机会。 

 

图 3：接收数据包格式 

CC2430/31 包括一个寄存器称作 RSSI。这个寄存器保存着和上面描述一样的

值，但是当收到一个数据包时它并不是被锁定的，因此这个寄存器的值不能用于

进一步的计算。接收到的数据中只有锁定的 RSSI 值可以被认为是在数据接收的

同时正确测量的 RSSI 值。 

4.1 RSSI 值的补偿校准 

前面描述的 RSSI 值被表示为有符号的二进制补码。其值不能被读取并认为

是接收信号强度。将值转换成接收信号强度读出的实际值时必须加入补偿。这个

补偿，已经在数据手册中给出了，值是-45，此外，这个补偿将决定于实际的天

线配置。 

4.2 线性特性 

TI 实验室的实验表明芯片测得的 RSSI 值可以很好地符合信号的输入功率。

输入功率和 RSSI 值的线性关系特性曲线可以在 CC2430 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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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典型的 RSSI 值和输入功率特性曲线 

4.3 信号传播理论 

接收到的信号强度是发送器和接收器传输功率和距离的函数。 

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会按照下面的方程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log10( 10 AdnRSSI   

• n：信号传播常数，也叫做信号传播指数。 

• d：距离发送器的距离。 

• A：1 米距离处接收信号的强度。 

有关 A和 n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第 5章。 

 

图 5：相应距离对应的 RSSI 值，A=40，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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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实际考虑 

4.3 节描述了 RSSI 理论值是收发节点间距离的一个函数。这一节将讨论实

际中 RSSI 值如何被测量。使用理想方程计算信号强度是非常简单的，但在使用

真实值计算时，必须考虑到不确定性。大部分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由硬件处理的，

但应该附加一些软件处理来提高准确性。本节所提出的方法有一个主要目的：以

好的可能方式获取和距离相互关联的 RSSI 值。 

4.4.1 过滤 RSSI 值的简单方法 

各种滤波器能够被用来平滑 RSSI 值。两种常见的滤波器是简单的平均和反

馈滤波器。平均滤波器是 基本的滤波器类型，但是它要求发送更多的数据包。

反馈滤波器仅仅使用 近的 RSSI 值的一小部分来进行每一次计算。这样就需要

较少的数据，但当计算一个新位置时就会增加延时。 

RSSI 平均值的计算的仅仅需要少量的数据包，每个参考节点每次测量和计

算 RSSI 值的公式如下。 







ni

i
iRSSI

n
RSSI

0

1
 

如果要使用过滤器的近似值，可以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在这个公式里变量“a”

的值为典型值 0.75 或者大于 0.75。这个近似将确保 RSSI 值间的巨大差异将被

平滑。因此，如果被追踪的物体在每次计算之间会移动较长距离，那么它是不可

取的。 

1·)1(·  nnn RSSIaRSSIaRSSI  

4.4.2 计算的 RSSI 值与测量的 RSSI 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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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RSSI 理论值和测量值对比图，距离为对数坐标 

这个图表明，从左到右，第一个是 RSSI 理论值，第二个是当一个分量缓慢

变化时的 RSSI 值， 后一个是当加入快速变化的成分时的 RSSI 值，例如在多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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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的影响下。 右边的图表示的信号是 近实际信号的。注意，这几幅图没有

显示任何实际的单位，它仅仅表示了在使用 RSSI 值计算位置时的一些问题。 

5 不同的参数——影响 

CC2431 中的定位引擎在位置计算过程中使用两个不同的变量。它们是“A”

和“n”，它们要在接下来被讨论。 

在本节的例子中使用 RSSI 实验值。这个实验使用 8 个节点，位置坐标如下

表。定位节点被放置在参考节点网络的中心，RSSI 的测量值和测量位置如下表。 

 

表 3：例子中使用的参考节点 

在这个例子中，Node0，Node3，Node4 和 Node7 被放置在和定位节点等距离

地方。Node1，Node2，Node5 和 Node6 也被放置在和定位节点等距离地方，但接

近了几米。如上表所示的值，这并不是被直接表现的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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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网格中参考节点的位置 

5.1 A——距离发送器 1 米处的 RSSI 测量值 

A，一个由距发送单元 1米处测量的 RSSI 值决定的经验参数。 

5.1.1 测量 A 值 

 

图 8：测量 A 值 

 8



理论上 A值在各个方向上都是相等的。发送器天线和接收器天线是绝对不可

能完全等方向性的，因此，应该使用平均值。 

图 9 表示的是在距离发送器 1 米处测量的典型的 RSSI 值。这张图显示的值

是在图 8中的 P0、P1、P2 和 P3 位置处测得的。这张图的结论表明天线是不是各

向同性的，因此参量 A 应该取平均值。测试中使用的设备所用的平均值大约是

-46。完成这些测量使用的 RSSI_OFFSET 等于-45。 

 

图 9：距离 1 米测量的 RSSI 值 

5.1.2 A 值与位置计算 

下面的图表明了一个不正确的 A值及将如何影响一个定位节点的位置计算。

图中没有给出哪个 A 值使用起来更加正确。蓝色的点表示定位节点使用不同 A

值计算出的它自身的不同的位置，相关地 X和 Y将得到更大的差异。一般来说，

在办公室室内环境中，A 值取值在 45～49 之间，能够得到更精确的结果。在这

个实例中，A 值取值在 45～49 之间算出的位置坐标近似为(22, 28)，实际的位

置坐标为(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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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A 值与位置计算 

5.2 N——信号传播系数 

参量 N是描述信号强度随着与发送器距离的增加如何减小的一个参量。参量

N高度依赖传播环境。例如墙壁的厚度会对信号有很大影响。这个值只能凭经验

确定。 

CC2431 中的定位引擎并不直接使用 N 的值，而是用一个值来代替，称为

n_index。下表表明了 N 值与 n_index 值之间的关系。这个转换表用来降低实际

硬件运算执行时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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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N 值与 n_index 值转换表 

依照表四，N的取值从 1.0 到 8.0。 

 

图 11：N 值与距离的关系 

图 11 表明了在给定的距离内，N值的选择是如何影响 RSSI 的理论值的（距

离单位：米）。N值应该符合实际环境，这样才可以尽可能的准确。 

5.2.1 n 的测量 

想找到一个可以适合所有环境的默认的 适宜的值，这是具有挑战性的，甚

至是不可能的。 简单的方法可能是在这个系统可以使用的环境中安装所有参考

节点，其后测试不同的 n_index 值来寻找与实际环境 符合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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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实验证明，当 n_index 的值取 15～25 之间时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 

5.3 参考节点的数量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应使用尽可能多的参考节点。要得到一个可靠的结果

少需要三个参考节点。如果使用的节点太少，那么来自每个节点的影响较高，一

个错误的 RSSI 能够明显改变计算出的位置信息。错误的 RSSI 值在这里指与理论

值不能很好符合的 RSSI 值，比如由于多径干扰或者信号被墙壁阻隔以及类似情

况。 

如果定位节点位于参考节点网格的外边，那么结果将很可能和实际位置有太

大差异而不能被使用。追踪位于网格外面的物体是不可取的。 

6 软件算法 

一些一般性的算法可以通过软件被实现，它们在下边被描述为一个高等级。

请注意，本应用指南没有描述任何使用时具体的网络拓扑结构。 

6.1 选择“ 好”的参考节点 

距离定位节点 近的参考节点应该被用来计算位置。这句话的意思是 RSSI

值 高的 8 个参考节点应该被使用，所有其他的节点应该被抛弃。如果 RSSI 值

较高的参考节点数量不足 8个，那么相应数量的参考节点将被使用。 

6.2 扩展的覆盖面积 

硬件定位引擎能够处理的 X 值和 Y 值 大可以达到 64 米，或者更确切的说

是在 X方向和 Y方向上可以达到 63.75 米。对许多实际应用领域而言这个距离太

小了。因此，实际上有必要扩展这个区域。这通过一个简单的软件预处理器算法

就可以轻松完成。 

每个节点用 2 字节表示 X 坐标和 Y 坐标。这样，得到的 大范围是 16384

米，精度是 0.25 米。 

 

 

 大值 精确度 

X 2
14
 = 16384 米 0.25 米 

Y 2
14
 = 16384 米 0.25 米 

表 5：尺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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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表示了算法如何工作的一个例子。这张图中，参考节点在 X 方向和 Y

方向上每 30 米布置一个。图中的浅绿色节点是定位节点，所有其他的节点是参

考节点。 

 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RSSI值 高的节点并计算把这个节点移动到64×64平

方米区域的中心的偏移量。由于已知这个节点信号的 RSSI 值，因此到那个

节点的距离能够容易的被估计出来。在图 12 中，位置一定在白色的圆圈内。 

 下一步是找出其他除了“ 强”点之外可以被使用的参考节点。在图中，其

他被使用的参考节点用深蓝色标出。所有参考节点偏移量的值在第一步获

得。 

 所有找到的值被输入到定位引擎的硬件中，计算得到的位置结果被读出。 

 后一步是为计算出的位置添加相同的偏移量。在这些计算过程完成之后，

定位节点在全局网格中的位置就知道了。 

 

图 12: 64 米 x64 米地图 

6.3 等级/层指示 

硬件定位引擎是为计算二维位置坐标而设计的。这一节将针对如何在软件中

扩展出第三个方向给出一些提示和意见，比如大楼中的楼层。 

要指示楼层，除了 X和 Y，必须要增加一个坐标。下文中，这个新增加的坐

标用 Z表示。对于大多数用途而言，用一个字节值表示 Z坐标已经足够了，这样

可以给出 256 个不同的等级。 

假设：相比定位节点的信号来说，放置在另一层的一个节点接收到的信号强

度要低于同一层的一个节点。这意味着参考节点密度将相当高。假设像定位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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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是同一层的所有参考节点接收到的信号都强于所有其他楼层的所有参考

节点。 

 

图 13: 三个方向的定位空间网络 

图 13 表示了一个简单的用于多层间位置跟踪的网络。图中标示“A”的所

有的三个节点有相同的 X值和 Y值，但是 Z值不同。所有相同颜色的节点有相同

的 Z值，但是 X值和 Y值不同。 

一个能够适合使用的算法首先要定位 近的参考节点并读出这点的报告的

层数指示。这个层数是假设的，用于确定定位节点的层数。然后，定位节点需要

确定只有同一层的参考节点的信息反馈给定位引擎。无论如何，算法多数都是用

来选择那些参考节点是可以被使用的，层数指示将仅仅为算法增加一个标准。这

个算法的关键点是决定定位节点在哪一层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如果上述假设是无效的，那么一些其他的算法大多数都能被实现。 

在这个示例中，假设 近的参考节点将会提供 强的信号给定位节点。图 13

表示了一个分布在三层上的网络。图中第二层上红色的节点被假定为一个定位节

点。上文所述的算法在这个实例中将执行以下操作： 

（1）找到 近的节点，这个节点在图中被标注“B”； 

（2）节点 B将告诉定位节点它位于第二层； 

（3）然后，定位节点将假定（已知）它也位于第二层； 

（4）所有其他的用于计算位置的参考节点必须也位于第二层（图中绿色的

节点），这些节点的排序由定位节点处理； 

（5）定位节点按照通常的方式计算它的位置，结果只有 X方向和 Y方向； 

（6）计算出的 X 坐标和 Y 坐标，和已经确定的 Z 坐标一起，得到定位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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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空间位置。 

7 控制系统/中枢 

 

图 14: 无线网络和 PC 的接口 

要收集计算出的数据以及和无线节点网络进行交互，各种控制系统是必须

的。典型的控制单元就是一台计算机。由于电脑通常不会拥有一个嵌入式无线收

发器，因此需要外接一个收发器。 

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建立一个网关：（1）网关可以是一个被动的设备，仅仅

侦听网络中的通信信息；（2）网关也可以网络的主动部分。被动的方法将主要作

为一个信息包嗅探器，网关将只获取射频（RF）信息包并向用户提供获取到的信

息。主动地方法给了用户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它实现起来更复杂。 

收发器具有什么功能可以叫做网关，是要看适合什么样的应用。一些典型的

小功能包括： 

 设置节点参数； 

 检查网络的状态，比如有多少节点接入了网络； 

 如果它们没有被设定按照规定间隔自动执行时，要求定位节点执行计算。 

执行网关任务的设备可以认为是计算网络本身的一部分，可以由参考节点或

定位节点来担当。这意味着网关既是一个网关节点，又是一个参考节点或定位节

点 

所有位置计算都由定位节点来执行，而控制设备将不执行任何的位置计算。

网管节点（控制设备）唯一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和网络交互的能力。 

8 常规信息 

8.1 文档历史 

版本 日期 描述/修订 

1.0 2006 年 7 月 10 日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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