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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許多導覽系統，通常局限於戶外或室內，隨著感測器的普及，逐漸整合戶外及

室內定位，但如何順利自動切換室內戶外定位及增加導覽的互動性仍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本文中提出具擴增實境功能之互動式導覽系統，結合 GPS、藍牙 Beacon、情境感知、

擴增實境等技術，在戶外使用 GPS 定位，進入室內則使用藍牙 Beacon，應用情境感知

及擴增實境技術，除了提供正確的資訊，也增加系統的互動性與趣味性。透過實驗我們

驗證了系統，並建構有效及精確佈局 Beacon 的參數。 

 

關鍵詞：擴增實境、Beacon 定位、情境感知、GPS 定位、行動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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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many navigation systems are constrained either outdoors or indoors. With the 

pervasion of sensors, they are developed where GPS are adopted outdoors and sensors are used 

indoors. But how to seamlessly switch between outdoors and indoors and increase interaction 

are still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 interactive navigation system 

with augmented reality by integrating GPS, Bluetooth beacon, context awareness, and 

augmented reality. While users are outdoors GPS is adopted. While users are indoors Bluetooth 

beacons are used.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and augmented reality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but also increase interaction and amusement. The system is 

validated by experiments. We also construct the parameters for effective and precise 

deployment of beacons.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Bluetooth beacon, Context awareness, GPS, Mobile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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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智慧型手機的發展，為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手機便利行動導覽系統(Navigation 

System)的實現。現今雖有許多行動導覽系統，但多數無法同時用於戶外及室內。透過GPS

進行戶外定位的導覽系統，一旦進入室內後，就無法使用。相對地，適用於室內定位的

導覽系統，一旦到了戶外，也就沒有辦法使用了。近年來隨著感測器的普及，導覽系統

逐漸整合戶外及室內定位，但如何順利自動切換室內戶外定位及增加導覽的互動性仍是

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 GPS 及 Beacon 技術達成室外與室內連貫的定位，實現誤差值較小的

導覽及推薦系統。在戶外活動方面，利用智慧型手持裝置上的 GPS 定位偵測到使用者

目前的 GPS 座標，利用 GPS 座標可以知道使用者目前的所在位置；進入建築物，則

利用以低功耗藍牙為通訊媒介的 Beacon定位系統在室內做更精準的定位，彌補 GPS 在

進入建築物內後，訊號衰減導致定位不精確的問題。確定位置後，再利用網路服務的特

性，當使用者到達該位置或偵測到 Beacon 時，會提供目前位置的相關情境資訊給使用

者，達到導覽目的，並在此研究的導覽機制中加入擴增實境技術，增加使用者在使用本

系統趣味性。 

貳、 相關研究 

一、 定位技術 

  一般戶外定位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為主，GPS 結合

24顆人造衛星和無線技術，且人造衛星平均分配在 6個軌道面，各軌道面上皆有 4顆衛

星繞行地球運轉，讓地面使用者不論在任何時間、地點，至少有 4顆以上的 GPS 衛星供

使用者進行定位服務的計算，提供使用者較精確的定位，其速度、時間不受氣候影響，

用途相當廣泛。雖然該技術非常成熟且穩定，不過室內訊號容易被阻隔，導致減弱，所

以在室內並不適合使用 GPS。 

  常見的室內定位技術有 RFID、NFC、ZigBee、Wi-Fi、Bluetooth，排除需要特殊讀

取器的 RFID 及 ZigBee，我們專注於手機可應用的 NFC、Wi-Fi、及 Bluetooth，比較如

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室內定位技術比較表 

   技術 

項目 
NFC Wi-Fi Bluetooth 

傳輸速度 424kbps 300Mbps 1-24Mbps 

傳輸距離(m) <0.2 100-300 1-100 

耗電(mA) <15 10-50 <15 

成本 中 高 低 

優點 不易受干擾 傳輸速度快、距離遠 附加於多數行動裝置上 

缺點 距離極短 耗電量大、需基地台 易受干擾 

應用 手機支付 電子產品之無線上網 電子產品之資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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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是短距的感測技術，目前常用在付款的

卡片上，如悠遊卡、一卡通，如果要用來定位，只能走到很近才能感測到。Wi-Fi 是一

個建立於 IEEE 802.11 標準的無線區域網路技術，透過 Wi-Fi 基地台，搭配演算法後，

就可進行定位，但 Wi-Fi 容易受到干擾，用於定位很容易飄移。藍牙(Bluetooth)是一種

低功耗感測器，原本常用於裝置間的連接。藍牙 4.0 的信標(Beacon)讓藍牙定位具可行

性 (吳德新 2013)。當行動裝置感測到此信標，並搭配演算法，就能推算出使用者的位

置 (洪銘鴻 2015)，本研究使用 Bluetooth 在室內進行定位。 

二、 RSSI 與距離的轉換 

  為有效及精簡地佈建藍牙 Beacon，我們須要瞭解 Beacon 的 RSSI 轉換距離的演算

法，不同的學者及公司也提出不同的算法，我們採用 Apple公司所提出廣為使用的算法

如公式(1)所示 (Young 2013)： 

1. RSSI:代表接收到之訊號強度值。 

2. TX Power:代表距離 1 公尺之訊號強度值。 

3. r:代表接收到之訊號強度值與 1公尺訊號強度值的比率。 

4. D:代表距離(公尺) 

𝒓 =
𝑹𝑺𝑺𝑰

𝑻𝑿 𝑷𝒐𝒘𝒆𝒓
, {

𝒓 < 𝟏,   𝑫 =  𝒓𝟏𝟎

𝒓 ≥ 𝟏,   𝑫 = 𝟎. 𝟖𝟗𝟗𝟕𝟔 × 𝒓𝟕.𝟕𝟎𝟗𝟓 + 𝟎. 𝟏𝟏𝟏
    (1) 

    本系統所採用的 Beacon 之 TX Power為-59，依此 TX Power試算 RSSI為-47至-105

之距離，帶入 RSSI轉換距離演算法所推算之距離如表 2所示，後續的實驗會參考此表。 

表 2 RSSI與轉換後之距離對照表 

RSSI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距離(M) 0.1 0.16 0.23 0.34 0.5 0.7 1 1.27 1.6 2 

RSSI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距離(M) 2.5 3.12 3.86 4.76 5.83 7.12 8.65 10.47 12.61 15.13 

RSSI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距離(M) 18.08 21.52 25.52 30.16 35.51 41.68 48.76 56.87 66.14 76.69 

三、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是由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延伸而來的技

術，擴增實境讓使用者能夠在現實世界中同時看到真實環境物件與附加物件上之虛擬影

像，在顯示器上呈現虛擬與真實世界的資訊結合。1997 年 Ronald Azuma 提出擴增實

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將虛擬物與現實結合 2.即時互動 3.三維。而 Paul Milgram 和 

Fumio Kishino 提出的 Milgram's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 是將真實和虛擬環境分別

作為連續系統的兩端，中間區域稱為混合實境，如圖 1所示。靠近真實環境的是擴增實

境，靠近虛擬環境的是擴增虛境 (吳致平 2014; Azuma 1997; Milgram & Kishino 1994)。 

 
圖 1 Milgram's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 示意圖 

Real     Augmented                  Augmented    Virtual 

Environment  Reality (AR)                Virtuality (AV)  Environment 

Mixed Reality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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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的關鍵在於將虛擬物件與實際環境結合，即時運算軟體必須要從影像擷

取設備中，擷取影像取得實際環境的座標，再將虛擬物件疊合到座標上，大致上為以

下步驟。 

步驟 1: 影像擷取工具讀取圖標。 

步驟 2: 即時運算的軟體系統分析並讀取圖標的角度及位置。 

步驟 3: 將分析演算的影像呈現於顯示器。 

四、 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 

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主要結合感測器，是強調裝置可以感測到使用者所處的環

境與狀態，自動迎合使用者可能的需求 (楊名鈺 2011；陳玉娟 2011；Abwd et al. 1997)。

在特定環境中，系統可以給予使用者適當且所需要的信息與服務，減少不相關資訊的顯

示，可以避免發生推薦的資訊不合時宜的情況。現今也透過使用者的偏好進行運算，提

供使用者感興趣的資訊，預測使用者需求，達到更好的服務目的。依據使用者所處情境

而做出回應的多元化科技，將是的未來願景 (Abwd et al. 1997；Pramudiono et al. 2002)。 

五、 行動導覽 

日本東京大學工程研究所與日本電信研究表示，一般網路使用者是不會在乎己身所

處的位置，但是當網路變成可移動以後，使用者開始關注己身所在的位置。現今無論在

百貨公司、美術館、學校等地方，隨處可見導覽系統的存在，導覽的目的主要是讓使用

者能夠方便且清楚地瞭解到相關的資訊。早期人們藉由語音導覽、導覽手冊以及看板等

提供資訊，設計的系統主要包含以下三點： 

1. 多樣化導覽：提供圖片、影片、 文字、聲音等多媒體的解說方式。 

2. 確認使用者位置：藉由定位技術來確認使用者的位置，提供相關訊息。 

3. 推薦系統：提供使用者附近可以前往的景點。 

隨著科技進步，行動導覽提供更方便且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設計，傳統的導覽方式逐漸

被取代，表 3為行動導覽與傳統導覽比較 (Sakperea, Adeyeye-Oshinb, Mlitwa, 2017)。 

表 3為行動導覽與傳統導覽比較 

 行動導覽 傳統語音導覽 傳統展場設計導覽 

位置 可移動 可移動 固定 

內容 多元且彈性 彈性 固定 

資訊互動 主動被動皆可 被動 無互動 

語言 支援多國語言 同時間 同語言 支援多國語言 

客製化 可 無 無 

參、 系統設計及開發 

一、 系統架構流程圖 

系統包含客戶端及伺服端，如圖 2所示。功能說明如下： 

 客戶端： 

 註冊：使用者註冊至伺服端資料庫。 

 定位服務：GPS 定位及藍牙 Beacon 定位。 

 地點情境資料庫：存放地點相關資訊的資料庫與伺服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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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端： 

 地點推薦模組：分析並推薦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地點。 

 使用者記錄模組：記錄使用者的位置。 

 使用者及資料庫：地點相關資訊的資料庫與伺服端同步。 

 
圖 2系統架構流程圖 

二、 使用者操作流程 

  使用者介面主要分註冊會員及訪客，主要的區別是註冊客戶，會有推薦頁面，整個

流程如圖 3所示。在戶外以 GPS 定位，以 Google地圖呈現。進入室內以藍牙 Beacon 定

位，以自製的地圖呈現。 

 

圖 3使用者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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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系統儀器設備需求 

表 4為開發本系統所用到的軟硬體設備。 

表 3開發系統儀器設備需求表 

類別 名稱 使用目的 

硬體 
Android 系統手機 系統呈現與 GPS 定位 

藍芽 Beacon 室內定位 

軟體 

Android Studio 2.3.3 開發 APP 

phpMyAdmin 資料庫管理工具 

WinSCP 與遠端電腦檔案傳輸管理 

Java 程式語言 系統主要開發語言 

php 程式語言 使用 php語言連結資料庫 

Sweet Home 3D 繪製室內平面圖 

Paint 3D 製作圖片去背 

四、 系統實作 

（一） 登入及註冊 

  系統進入頁面時為訪客模式，使用者可選擇要使用會員模式還是繼續使用訪客模式。 

 訪客模式： 

此模式不需透過左上方註冊登入，可以直接使用本系統進行校園導覽，並提供環境上

的情境資訊，如圖 4 所示。 

 會員模式: 

此模式需透過左上方註冊登入，登入成功後上方會顯示使用者名稱，會員使用本系統

進行校園導覽時，除了提供環境上的情境資訊外，也結合使用者的興趣來推薦使用者

可以去的地點。在會員註冊部分，將詢問使用者一些簡單的問題，來進行使用者感興

趣的地點判斷，如圖 5及圖 6所示。 

           

  圖 4系統進入頁面(訪客)      圖 5會員登入頁面        圖 6會員註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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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位 

 戶外定位: 

戶外使用 GPS 定位，並以 Google Maps 呈現，定位使用者在戶外的所在位置，圖

7為使用者即將進入工程一館，圖 8為使用者離開工程一館，以下為 Google 地圖之程

式碼： 

           

圖 8使用者即將進入工程一館       圖 9使用者離開工程一館 

 室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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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進入建築物時，則切換為室內平面圖，如圖 10所示，並改為使用藍牙 Beacon

在室內進行定位，彌補 GPS 在室內定位訊號減弱與定位不精確的問題，我們將 Beacon

佈局於各樓層與教室，讓使用者了解自己在室內時的所在位置，並結合 AR 擴增實境及

情境感知，提供使用者地點資訊，如圖 11 及 12 所示。以下為藍芽 Beacon 訊號感測之

距離計算方法程式碼: 

       

  圖 10二樓室內平面圖    圖 11結合 AR提供地點資訊 圖 12結合 AR提供地點資訊 

肆、 實驗及結果分析 

為了瞭解如何更有效率地佈建藍牙，及如何適時地更新 App頁面，我們透過實驗取

得參數，以利後續系統的建置及擴充。 

一、 藍牙佈建 

由於無線電波容易受到建築物的遮蔽，RSSI非常容易受到干擾，導致非常不穩定，

因此希望在最少的藍牙佈建仍然達到良好的感測效果。我們將藍牙佈建分成空曠及不空

曠兩種情況分析，以不同距離去測 RSSI值，運用 RSSI值所推導出來的距離與實際距離

的差距，找出適當的佈建方式。實測時，藍牙 Beacon 配置圖如圖 13及圖 14所示。 

圖 13活動中心實際範圍 (空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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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走廊配上實際範圍 (不空曠) 

   在走廊將實際大小配上 1m、2m、5m、10m、15m、20m 的範圍，若是使用到 10m 的

RSSI 值在二樓時會出現互相干擾的情況，2m 跟 5m 都不會互相干擾，所以選擇 5m 可

視為佈建的最佳距離，超過 15m 基本上已經感測不到。在活動中心上也配上 1m、2m、

5m、10m、15m、20m的範圍，在走廊 10m 的距離會干擾到，但在活動中心這類的空曠

地方，10m 至 15m 是可以接受且不會受到干擾的，所以若是在活動中心這類空曠的地方

選擇 10m 當作適合的佈建距離。 

我們運用如 BLE Meter And Logger的 RSSI軟體，分組蒐集 13次的 RSSI值 (超過

13 次所得平均值大致相同)，仔細觀察後發現走廊跟活動中相同距離不同地方所測量的

值也有所差異，每個距離都會有一兩個偏大或偏小的值，所以將每組的 2 筆最小跟一筆

最大拿掉總和再取平均，當作該距離適當的 RSSI 值。我們發覺實測值與理論值還是有

些差距，推論跟手機感測度及 Beacon 本身訊號強度有關，建議有兩種解決方案：1. 在

佈建前可以實測校正，2. 發展距離公式以符合實測的數值，這都是後續的研究課題。 

 表 4 距離的 RSSI值 

走廊 (不空曠) 

距離 1m 2ｍ 5ｍ 10ｍ 15ｍ 20m 

RSSI -65.3 -76.7 -92.5 -95.7 -100.4 X 

理論推導值 -59 -65 -75 -81 -85 -89 

活動中心 (空曠) 

距離 1m 2ｍ 5ｍ 10ｍ 15ｍ 20m 

RSSI -69.8 -85.3 -89.1 -90 -87 -82.5 

理論推導值 -59 -65 -75 -81 -8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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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頁面更新頻率 

  當使用者進入老師辦公室或是系辦時，會跳出老師或系辦的資訊，但若是刷新螢幕

太快會造成擷取的圖片模糊，如圖 14 所示。若太久的話會讓使用者覺得沒有變化或是

認為 App有問題，如圖 15所示。我們測試了幾個刷新頻率的時間，結果如表 5。 

     圖 14 刷新太快造成擷取模糊          圖 15 最終所選擇的刷新秒數 

表 5 頁面更新的時距 

秒 1 1.5 2 2.5 

圖片結果 模糊 有時模糊 清晰 清晰 

使用感想 看不清楚 可接受  要等一下 等太久 

伍、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在建構一個具擴增實境功能戶外及室內連貫的互動式導覽系統，我們以中華

大學校園及工程一館為場域，完成校園戶外空間進入工程一館時，切換為室內定位，達

到戶外與室內定位的連貫性，在校園戶外活動區使用此 App，可藉由 GPS 定位得知目

前所在的活動位置。在工程一館內使用此 App，可藉由 Beacon 室內微定位系統得知目

前所在的系所樓層，並結合情境感知及擴增實境技術，提供適合該處的服務，成功增加

此系統的實用性與趣味性。透過實測的結果 RSSI 值，我們發現在不空曠處大約 5m 就

要佈建藍牙 Beacon，在空曠處可佈建到 10m 至 15m 間。 

    在後續的發展上，計劃強化位置情境導引推薦機制，增加互動遊戲，期望以使用者

的其他資訊分析使用者興趣，推薦更多符合使用者感興趣的多元資訊及地點。為更精準

定位，除了佈建前可以實測校正外，還可發展距離公式以符合實測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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