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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無線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中，

感測器(Sensor)的定位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因為

感測器的位置資訊對於在涵蓋範圍、繞送、追蹤和

救援等問題上都相當有用，有相當多的定位方法被

提出來，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簡稱GPS)可以提供準確的位置資訊來協助定位。方

法 大 致 分 為 Range-based 和 Range-free 兩 類 ，

range-based是一種藉由求得距離和角度的資訊估算

位置的方法，較為準確但是由於需要一些特殊的設

備求得精準的資訊使得花費也較大，因此在講究低

功率低花費的無線感測網路中，另一種雖然沒有

range-based來得精確但是花費較小的range-free方法

較合適，其並不需要獲得距離和角度的資訊就能估

出位置。兩種方法都需要有配備全球定位系統的定

位裝置(Anchor)來協助定位，後來有人提出利用行

動定位裝置(Mobile Anchor)來協助定位方法，藉此

可減少定位裝置的數目，節省了一些花費，但相對

的移動和時間上的花費卻相對的增高，因此本論文

提出一個使用行動定位裝置協助感測器定位的經濟

路程策略，減少利用行動定位裝置協助定位時所走

的路程和所花的時間。並且藉由感測器發送訊號使

得此方法可以應用到其他方面，如無線辨識系統

(RFID)等。文中對協助定位所需的位置訊息進行討

論，並找出需要感測器回應或是不回應時較經濟路

程之策略，並提出模擬比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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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由於近來微型製造、通訊和電池技術的改進，

利用小型感測器 (Sensor)形成的無線感測網路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1] 漸漸於相當多方面

被廣泛的使用。藉著在一個環境中散佈感測器，來

協助監測環境的變化。在無線感測網路中，感測器

之間的資訊傳送方式大致上跟隨建即連無線網路

(wireless ad hoc networking) [2] 類似，雖然還有著

相當多的不同。由於感測器所需的能量是由電池來

供應，因此為了節省能量的花費傳送資訊的距離不

能太遠，所以當感測器離基地台太遠時，必須藉由

其他感測器的協助將資料傳至基地台。 
關於無線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的

研究相當的廣泛，其中感測器的定位問題是一個相

當重要的議題，因為感測器的位置資訊在涵蓋範

圍、繞送、追蹤和救援等問題上都相當有用 [3] ，
過去有相當多的定位方法被提出來。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 [4] [5] [6] 可
以藉由衛星提供準確的位置資訊，不過由於在每個

感測器上都配備全球定位系統將是一筆相當大的費

用，因此一個普遍的方法為讓少部分配備全球定位

系統的裝置藉由其位置資訊來協助定位，這些少部

分配備全球定位系統的裝置稱為定位裝置

(Anchor)，而其他未配備全球定位系統的感測器則

是靠著收集這些定位裝置的位置資訊來估算自己的

位置。 
方法大致分為range-based [7] [8] [9] [10] [11] 

[12] [13] [14] [20]和range-free    [15] [16] [17] [18] 
[19] [21]兩類。range-based是一種藉由求得距離和角

度的資訊來估算位置的方法，其估算出來的位置較

為準確但是由於需要一些特殊且昂貴的額外設備獲

得準確的資訊，使得所要的花費比較大，因此在講

究低功率低花費的無線感測網路中，提出了另一種

雖然沒有 range-based來得準確但是花費較小的

range-free方法，其並不需要利用昂貴和準確的設備

獲得距離和角度的資訊就能估算出位置。兩種方法

都需要有配備全球定位系統的定位裝置來協助定

位，有人提出利用行動定位裝置(Mobile Anchor)來
協助定位的方法 [20] [21] ，利用行動定位裝置在

整個環境裡來回移動並且發送位置資訊協助感測器

定位，減少了定位裝置的花費，但相對的增加了移

動的花費。 
本論文是建立在 Localization with mobile 

anchor points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1] 這篇

由論文上。假設感測器接收行動定位裝置發出訊號

的範圍為一個圓，其最大接收距離為圓的半徑，其

圓心為感測器。使用行動定位裝置的移動找到圓上

三個信標點(Beacon Point)，利用三個信標點可以形

成圓上兩條不平行的弦，利用圓上兩條不平行弦的

中垂線交於圓心的定理，兩條不平行弦的中垂線交

點即為感測器估計所在的位置。 
在 PBCC [21] 中，使用了隨機的方式選擇行

動定位裝置移動的路徑，可能造成環境中的某一個

區域的感測器一直沒有被定位到或是行動定位裝

置不知道是否感測器都已經定位的情形，我們更進

一步探討感測器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定位裝置發

送訊號的範圍大小、感測器所在環境的大小、在環

境中感測器的數目和一些初始設定所產生的各種

不同狀況，並且討論在各種狀況下如何使用行動定

位裝置快速定位的經濟路程方法來協助範圍內的

所有感測器定位，能減少移動的距離和時間，並且

知道什麼時候範圍內的所有感測器都已經定位

了。並且利用感測器能回應運用到其他方面，如

RFID。 



    本論文架構如下：第二節討論相關研究；第三

節說明感測器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定位裝置發送

訊號的範圍大小、感測器所在環境的大小、在環境

中感測器的數目和一些初始設定所產生的各種不

同狀況，並且討論在各種狀況下如何使用行動定位

裝置快速定位的經濟路程方法以及利用感測器能

回應的運用；第四節為效能評估；第五節為結論。 
 
2 相關研究 

 
本節分別對現今提出的一些定位方法做簡單

的介紹，以及敘述 GPS 衛星是如何協助地球上的

GPS 定位。 
 

2.1 使用 GPS 定位的方法 
 
Cricket [7] 、 APSAOA [8] 、 RADAR [9] 、

RSSIUMA [20]是屬於range-based的方法。Cricket [7]
定位裝置同時發送無線電波和超音波，利用收到兩

種波的時間差來估算與定位裝置的距離。APSAOA 
[8] 假設每個點都有一個主要的方向，若此方向一

直往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動，求出從初始位置轉動多

少角度可以跟另外兩個點傳送訊息，則可以利用此

兩個角度求出以自己為頂點與這兩個點所形成的角

度，利用此角度資訊與一些定位裝置之間的距離感

測器估算位置。RADAR [9] 在一個區域放置多個基

地台記錄和處理信號強度的資訊，並利用過去的測

量的一些經驗來決定感測器的位置。RSSIUMA [20] 
利用定位裝置不斷的在散佈感測器的範圍裡面移

動，並不斷的發送自己的位置座標，當感測器接收

到行動定位裝置所發送的訊號時，藉由收到的訊號

強度判斷自己和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位置之間

的距離，藉由多個此距離資訊估算位置。 
Centroid [15]、DV-Hop [16]、APIT [17]、

ROCRSSI [18]、CAB [19]、 PBCC [21]是屬於

range-based的方法。Centroid [15] 是利用知道自己

位置的參考點週期性的發送含有自己位置的訊號，

感測器以其收集到的參考點座標的重心為其位置。 
DV-Hop [16] 是利用跟參考點之間的跳躍數(Hop)
來估算到參考點之間的距離，參考點計算它們與其

他參考點之間的距離和平均一個跳躍是多少距離並

廣播此資訊，感測器收到這些訊息後，藉由自己與

這些參考點的跳躍數計算自己與這些參考點的距

離，有跟三個參考點以上的距離資訊，感測器可以

估算出自己的位置。APIT是 [17] 要求有一小部分

的感測器能夠高功率傳送訊號且可以藉由GPS或其

他方法獲得位置資訊，這些裝置即為定位裝置，利

用這些定位裝置產生的信標(Beacon)，感測器判斷

是否在這些以信標為頂點形成的三角形裡面，利用

這些三角形形成區域的交集，來估算自己的位置。

ROCRSSI [18] 基本理論是利用比較訊號強度產生

許多的環，利用這些環的形成區域的交集，來估算

自己的位置。 

CAB [19] 定位裝置傳送不同訊號強度的訊號 
[22] 。感測器藉由收到哪些訊號和每個訊號強度傳

送的距離來估算出自己所在的區域，用這些區域的

交集，來估算自己的位置。PBCC [21] 使用行動定

位裝置(Mobile Anchor)來協助感測器定位的方法，

定位的方法為感測器和行動定位裝置的最大通訊距

離為一個圓的半徑，圓的圓心為感測器，若能找到

圓上的三個點的座標，即可求得圓上的兩條不平行

的弦，兩條弦的中垂線交於圓心即為感測器的位置。 
 
2.2 衛星定位 

 
全球定位系統是其位置資訊是由衛星來定位

的，由 24 顆人造衛星所構成，其中包括三顆預備

衛星。將此 24 顆人造衛星平均分佈於 6 個軌道面，

每個軌道面上各有 4 顆，衛星繞行地球一周需要

12 小時，每日可繞行地球 2 周不論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至少有 4 顆以上的衛星出現在我們的上

空。而地面上有一個主要控制站、五個監測站、三

個地方控制站等設施，用來維護衛星系統的精度和

正常運作。 
    無線信號的速度幾乎達 18 萬 6 千英哩/Sec 的

光速，因此時間的測量需要二個不同的精準的時

錶，一個時錶裝置於衛星上以記錄無線電信號傳送

的時間，另一個時錶則裝置在接收器上，用以記錄

無線電信號接收的時間，利用兩者之間的延遲時間

算出到衛星的距離。 
 
3 經濟路程策略 

 
在 PBCC [21] 的系統環境中，感測器只需要

接收訊號就好，而行動定位裝置也只需要一面移動

一面週期性的廣播含有位置和時間訊息的訊號，然

後選定一個目的地，往目的地方向前進，這樣將會

造成環境中的某個區域的感測器一直沒定位和行

動定位裝置不知道是否感測器都已定位的問題，造

成行動定位裝置多走了許多多餘的路徑且因此浪

費了許多的時間。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了解到，我們必須給行動定

位裝置一些資訊使其能判斷該如何走和知道走多

久能讓範圍內的所有感測器都定位，此資訊為感測

器或是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否則就

只能靠著增加行動定位裝置的數目來減少協助範

圍內所有感測器定位的時間，但是還是無法得知是

否範圍內所有感測器是否定位了。 
 

3.1 估算半徑的方法 
 

此節提出幾個估算行動定位裝置或感測器發

送訊號的範圍大小。 
 

3.1.1 事先估算半徑 
 

我們可以事先利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估算出半



徑，事先估算出行動定位裝置在地平面上發送訊號

的範圍半徑大小，可以減少許多時間和路程。我們

利用行動定位裝置離開一個感測器到保證此感測

器收不到行動定位裝置發送的訊號時，行動定位裝

置走回感測器發送訊號的範圍內，藉由感測器告知

行動定位裝置其最後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的

位置資訊，行動定位裝置知道此位置後即可求得自

己的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感測器的發送訊號的範

圍大小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求得。行動定位裝置可

以藉由水平移動或是垂直移動的方式都可以求得

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 
 

3.1.2 沒有事先估算半徑 
     

在沒有事先求得估算行動定位裝置或感測器

發送訊號的範圍大小時，假設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

裝置的訊號後，感測器回覆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可

以接收到時，我們可以利用感測器回應一些資訊來

估算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 
    感測器回覆其信標點的位置資訊給行動定位

裝置，兩個信標點可以形成行動定位裝置發送範圍

的一條弦，由於弦的一半長度一定介於 0 和發送範

圍的半徑大小，因此行動定位裝置收到感測器的回

覆訊號後，計算弦的長度，如果其長度比目前所知

道的半徑長度長的話，則取代掉原來所知道的半徑

長度，如果其長度比目前所知道的半徑長度短的

話，則保留原來的半徑長度。由於同一個圓上兩個

信標點之間的距離一定小於等於圓的真實直徑。 
    利用回覆信標點的方式估算半徑必須每個感

測器都發送訊號，我們可以藉由一個簡單的方法，

使得只需有一個感測器發送訊號給行動定位裝置

即可。當感測器有了三個信標點，感測器利用這三

個信標點的位置估算出自己的位置，而估算出自己

的位置後，可以藉由信標點的位置和自己的位置估

算出半徑，估算出半徑後把包含此半徑訊息的訊號

傳送給行動定位裝置，則行動定位裝置就知道自己

的傳送範圍的半徑大小了。 
 
3.2 路程策略 
  

如何利用上一節所估算出來的半徑，在 PCBB 
[21] 的系統環境中，快速的協助範圍內所有的感

測器藉由同一圓上的三個信標點形成兩條圓上不

平行的弦，兩條不平行弦的中垂線交點即為感測

器。 
    假設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範圍的半徑大小

為 R 的情形下，行動定位裝置想要保證能協助一

個範圍內的所有感測器都能估算出自己的位置的

話，最簡單的方法是在佈滿感測器的環境中從左前

方的角左邊距離 R 的地方開始為由左向右走到右

邊邊界後再往右邊走 R 的距離的地方時，往後面

走半徑 R 後，再由右向左重複同樣的步驟直到走

過最後面的邊界為止，如圖 1 所示。我們稱其為基

本路程策略(Base Traveling Scheme，簡稱 Sbt) 。 

 
圖 1 基本路程策略範例圖 

 

 
圖 2 信標點範例圖 

 

 
圖 3 形成兩條不平行弦的範例圖 

 
在 PBCC [21] 中我們利用行動定位裝置的移

動找到圓上三個信標點。在我們的經濟路程策略

裡，我們會利用行動定位裝置垂直於地面的上升與

下降離地平面的距離或者是藉由配備能改變訊號

強定的硬體資源，在水平面上產生兩種不同的傳送

範圍半徑形成外圈和內圈兩圈，因此我們除了用同

一圓上的三個信標點來估算感測器的位置外，我們

也可以利用內圈和外圈各自形成一條弦且這兩條

弦不為平行的方式來定位。此方法為假設行動定位

裝置的座標為 M 公尺為一個單位，也就是說走了

M 公尺後行動定位裝置才能分辨的出兩個位置的

差異，以圖 2 為例，箭頭為行動定位裝置的移動路

線，假設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的

距離為 R 時，我們可以利用每次往左或是往右走 



 
 

圖 4 經濟路程策略範例圖(1) 

 

 
圖 5 經濟路程策略範例圖(2) 

 

 
圖 6 經濟路程策略範例圖(3) 

 
了 R 的距離後，我們就往前走 M 公尺，如果這種

方式的話，感測器的大圈和小圈的信標點會成對的

分別在不同的路徑上，這樣的方式一定能形成一條

內圈的弦和一條外圈的弦且兩弦不會平行，由這兩

條不平行的弦即可估算出感測器的位置出來，如圖

3 所示。該往前走的時，我們判斷如果向前 M 公

尺後，此次向左或向右的路程中向前的距離總和小

於或是等於(大圈的半徑 R – 小圈的半徑 r)的距離

時，行動定位裝置才往前走 M 公尺，否則行動定

位裝置往後走至此次向左或向右的初始路徑，利用

此法在原本向左或向右的初始路徑往前 r公尺和往

後 r-(R-r)公尺的範圍內的感測器都會形成圖 3的四

個信標點，在原本行動定位裝置行進路線往後

r-(R-r)公尺和往後 r 公尺之間的範圍內一定最少會

有兩個外圈的信標點，因此當走過邊界在順著方向

走 R 公尺後，往後面移動兩倍 r，接下來的往左或

往右的路徑上頂多是往前移動，因此之前只有兩個

外圈信標點的區域，一定也會在這次路徑再有兩個

外圈信標點，因此每當過了邊界順著方向又走了 R

之後可以往後面走 2r 的距離而不是 R，重複這些

動作，一直走到走過最後面的路徑時，就可以協助

所有範圍內的感測器定位，而當我們把 r 設的與 R
越接近時可以大幅的減少走的路程長度，我們稱此

方法為經濟路徑策略，簡稱 Set，圖 4 為此方法的

示意圖。 
假設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後，感測

器回覆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可以接收到時，我們的

經濟路程策略將可以再減少一些所走的路程。由於

行動定位裝置會馬上收到回覆的訊號，因此我們可

以設定為當收到感測器的回應訊號時，從此位置開

始往左或往右走半徑距離後往前走 M 公尺，而且

必須紀錄這段路程中最後收到感測器回應的位

置，從最後收到感測器回應的位置開始往左或往右

走直徑距離後才能回到原來的路徑。圖 5、6 為範

例圖，在圖 5 中，圖中箭頭代表行動定位裝置的路

徑方向，當行動定位裝置收到感測器的回應時，記

錄此點座標，右邊縱向的直線與行動定位裝置的交

點代表收到感測器回應的位置，此位置往左走半徑



的距離時必須要往前走，而左邊縱向的直線代表過

了此條線後才可以回到原來的路徑。圖 6 為當行動

定位裝置在收到感測器回覆的訊號，往左走半徑距

離必須往前走的路徑上時，又收到一個感測器回覆

的訊號，而此訊號為往前走前最後收到的訊號時，

左邊的縱向的直線必須往左邊移動，移動到此位置

左邊直徑距離的地方，過了該直線行動定位裝置才

可以回到原來的路徑。 
 
3.3 感測器回應的應用 
     

由於我們提出了藉由感測器回應來減少所走

的路徑，而感測器回應的好處不止於此，假設感測

器沒有計算能力而能與行動定位裝置做訊息的交

換，我們可以藉由回應感測器的 ID 和信標點的資

訊給行動定位裝置，由行動定位裝置來算每個感測

器的位置，使得自己可以不用計算位置，這樣的方

式可以有相當多的運用，如 RFID，貨物上的標籤

並沒有計算能力，只有當讀取機掃到標籤時，藉由

讀取機傳送的能量使得其能跟讀取機做訊息的交

換，當讀取機掃過範圍內的貨物的標籤，知道這些

貨物的位置和資訊，當我們要盤點貨物時，我們只

要再掃一次就可以知道哪些貨物被移動或是消失

了，甚至可以利用之前掃過求出的位置，使得下次

能走較少的路徑來盤點貨物。 

4 效能評估 

本節說明實驗環境，並對在前面章節所提出

的各種假設的環境下各種路程策略的效能評估。 
 

4.1 模擬環境 
 
模擬的程式為使用程式語言 C++寫的，環境的

大小設為一個 1000 × 1000 正方形區域，假設為一

個 1000(公尺) × 1000(公尺)的環境。 
環境內的一些變數設定: 

 感測器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 
 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 
 初始設定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

徑大小 
 環境範圍內感測器的個數 

 
4.2 模擬結果 
 

本節將把在各種假設情況下，模擬的結果用圖

表示出來，用來證明本論文的經濟路程走法減少協

助範圍內的所有感測器定位所走的路程。 
 
4.2.1 行動定位裝置收不到感測器的回應 
     

本小結討論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

後，感測器回覆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沒有收到或是

感測器沒有發送訊號時的情況。 

    圖 7 為環境範圍內的感測器個數設為 1000
個，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大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

大小設為 100 和 80 的情況下，圖 8 為環境範圍內

的感測器個數設為 1000 個，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

號大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大小設為500和400的情

況下，改變初始設定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

圍半徑大小對走的路徑的引響。圖中除了顯示我們

提出的Set可以走較少的路徑外還顯示當初始設定

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越接近

行動定位裝置發送的範圍半徑大小時，所需走的路

徑會越少。而圖 7 和圖 8 兩個圖做比較，可以知道

當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後，感測器回覆

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沒有收到或是感測器沒有發

送訊號時，不論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

大小為多少，走的路徑都沒有減少，因此當感測器

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後，感測器回覆的訊息行

動定位裝置沒有收到或是感測器沒有發送訊號

時，走的路徑只跟初始設定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

號的範圍半徑大小有關。 
 

 
圖 7 沒有回應改變初始半徑模擬表示圖(1) 

 
圖 8 沒有回應改變初始半徑模擬表示圖(2) 

 
4.2.2 行動定位裝置收到感測器的回應 
     

本小結討論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

後，感測器回覆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收得到的情

況。 
圖 9 為環境範圍內的感測器個數設為 10 個，

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大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大

小設為 50 和 40 的情況下，圖 10 為環境範圍內的

感測器個數設為 10 個，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大



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大小設為 100 和 80 的情況

下，改變初始設定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

半徑大小對走的路徑的引響。圖中除了顯示我們提

出的Set可以走較少的路徑外還顯示當初始設定的

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越接近行

動定位裝置發送的範圍半徑大小時，所需走的路徑

會越少。而圖 9 和圖 10 兩個圖做比較，可以知道

當感測器收到行動定位裝置的訊號後，感測器回覆

的訊息行動定位裝置收得到時，行動定位裝置發送

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越大，走的路徑就越少。 
    圖 11 為感測器發送訊號的範圍半徑大小設為

50，行動定位裝置發送訊號大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

大小設為 50 和 40，初始設定的行動定位裝置發送

訊號大圈和小圈的範圍半徑大小設為25和20的情

況下，改變環境範圍內感測器個數的引響。圖中除

了顯示我們提出的Set可以走較少的路徑外還顯示

當環境範圍內感測器的個數增加時，所需走的路徑

會越少。 

 
圖 9 收到回應改變初始半徑模擬表示圖(1) 

 
圖 10 收到回應改變初始半徑模擬表示圖(2) 

 
圖 11 收到回應改變感測器數目模擬表示圖 

6 結論 

我們提出一個經濟路程的策略，利用改變行動

定位裝置的發送範圍，使得可以走較少的路徑協助

範圍內的感測器定位，並且能知道行動定位裝置什

麼時候能保證協助所有的感測器定位了。並且利用

感測器能回應運用到其他方面，如 RFID。第四章

的模擬結果可以知道不論在何種假設下，我們所提

出的經濟路程策略都比用隨機選取下一個目的地

亂走的方式好，也比最基本的基本路程策略還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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