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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具主動推播應用特性的 Beacon 裝置，
受到許多關注，這種透過藍牙的室內定位技術應
用，讓商家只要在店內各處部署多個 Beacon 裝置，
一旦消費者進入藍牙 Beacon 的訊號區域時，就能
夠透過手機上的專屬 APP，向手機傳輸各種訊息，
如優惠、商品建議等資訊，過去國外 Macy's 百貨零
售等，皆相繼導入相關應用，顯示這樣的技術應
用，已經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周遭。因此本專題利
用 BLE 之 Beacon 建置室內微定位系統，提供精準
的室內定位。有了室內微定位系統不僅能為消費者
帶來更多元的應用服務，例如導入廣告推播，提供
Coupon 的領取與使用，或者是導入 Web IoT，提供
IoT 裝置的控制介面給用戶，達到 IoT 裝置的展示
與試用。
關鍵詞：android studio、Beacon、室內定位。

作為資料庫，管理使用者資訊，並進一步的利用這
些資訊來分析消費客群，得到了這些分析，讓商場
更進一步的知道消費者的習慣，還有讓消費者可以
知道商品在哪，不用一直問服務人員，現在人手一
隻手機的時代，利用APP讓使用者更加便利。

2. 系統架構
2.1 系統架構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Beacon device with the
feature of active information push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llows merchants
to deploy multiple Beacon devices throughout the
store, once consumers enter the BLE Beacon signal
area. It is able to push various messages, such as
offers, product suggestions, to mobile phones. In the
past, general merchandise retails, such as Macy's
department stores in USA, have imported related
applications. Therefore, such technical applications
have taken place around our daily lives.

2.2 系統說明
本專題的系統硬體有 Raspberry Pi 3、beacon、
智慧型手機，並利用 beacon 發送的訊號，讓智慧型
手機上的 APP 來接收訊號，並而得出使用者的所在
地和收到推播訊息，APP 也會透過 Wi-Fi 或 3G/4G
上網連接到資料庫，讓後台知道數據分析的狀況，
使用者可藉由智慧型裝置接收到的訊息，並可以對
商場的設備進行控制。

1. 前言
當我們在逛大賣場時，有時候發現自己在找某
樣商品時卻不見，可能已經換賣場內別的展示區，
必須去請教賣場人員。因此若是有一個室內定位系
統就能解決這樣的狀況，然而若是使用GPS來定
位，當只要進入到室內就失去訊號，無法完成正確
定位，因此本專題利用BLE之Beacon建置室內微定
位系統，提供精準的室內定位。有了室內微定位系
統不僅能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元的應用服務，例如導
入廣告推播，提供Coupon的領取與使用，或者是導
入Web IoT，提供IoT裝置的控制介面給用戶，達到
IoT裝置的展示與試用。
本專題實作主要使用beacon裝置跟手機上APP
進行結合，進而達到室內定位的效果及控制指定裝
置。我們參考很多商場地位的系統，利用Firebase

2.3 硬體
2.3.1 Raspberry Pi 3
Raspberry Pi 3[17]有助於您了解編程和計算，
或創建激動人心的創新型項目。帶來比第一代
Raspberry Pi 還要多 10 倍的處理效能，並新增
802.11 b/g/n 無線 LAN 和藍牙 4.1 連線功能。 這
塊新的開發板不只適合用來學習程式設計、玩遊戲
與進行研究，也是物聯網專案的完美選擇 Raspberry
Pi 3 搭載 Broadcom BCM2387 晶片組，1.2GHz 四
核心 ARM Cortex-A53.802.11 b/g/n 無線 LAN 和
藍牙 4.1 (傳統藍牙與藍牙低功耗) 。 VideoCore
IVR 多媒體協同處理器。提供 Open GL ES 2.0、硬
體加速 OpenVG，以及 1080p30 H.264 高型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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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1Gpixel/s、1.5Gtexel/s 或 24GFLOPs，並具
備材質過濾功能與 DMA 基礎架構。

圖 1. Raspberry Pi 3 元件腳位說明圖

2.4.2 Android Studio
在 手 機 APP 方 面 我 們 使 用 的 是 Android
Studio 這套軟體，它是由 Google 為 Android 開發
者發佈的整合式開發環境，在使用 Android Studio
開發新項目時，可以在項目結構中看到幾乎所有
SDK 目錄中的文件[10]。而基於 Gradle 的管理系
統也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開發過程相當靈活。我認
為他是一套很直觀、可靠的開發環境，可以輕鬆地
測試 APP 在不同模擬器設備下的運行狀況，也配
備了大量額外工具的全能編輯器，加快應用程式開
發速度。 Android Studio 的程式編輯界面及不同
UI 界面設計與預覽

2.3.2 Beacon
Beacon[16] 是種採用低功耗藍牙技術的微定
位訊號發射器，距離最遠可達 6 公尺，傳輸距離不
如 Wi-Fi，但室內定位上誤差值約為 2 公尺，比起
Wi-Fi 它的定位精準度更高。低功耗藍牙相比於傳
統藍牙在功耗和效率方面有顯著提高。

圖 4. Android Studio 編譯環境

圖 2. Beacon 說明圖

2.4.3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18]（簡稱 VS Code）是一個
由微軟開發的，它支援偵錯，並內建了 Git 版本控
制功能，同時也具有開發環境功能，例如程式碼補
全（類似於 IntelliSense）、程式碼片段和程式碼重
構等，該編輯器支援用戶自訂組態。

2.4 軟體
2.4.1 Firebase
Firebase[12]整併 Google 既有的雲端服務與工
具，擴大支援更全面的功能，涵蓋開發、成長與營
收三階段，並整合分析工具，其分析工具專為 APP
所設計，並以事件和使用者分析為主[3]。 在開發
階段所提供的後端服務，包括即時資料庫（Realtime
database ） 、 身 分 驗 證 （ Authentication ） 、 主 機
（Hosting）、儲存（Storage）、雲端訊息（Cloud
Messaging）及遠端配置（Remote Config）等後端
服務，並提供 Android 測試實驗室（Test Lab for
Android），以及當機報告等管理 APP 品質的服務。

圖 3. Firebase 編譯環境

圖 5. Visual Studio 編譯環境
2.4.4 OSGi framework
OpenHAB 2.0[20]可以用於控制、自動化和增加
其他智慧家庭設備。它是一個開放平台，因此並不
固定於某個品牌，可以支援許多協定和技術，允許
消費者混合使用和匹配他們想要的任何物聯網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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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OSGI framework

2.5 系統功能與實作
2.5.1 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
圖 7 為使用者 APP 剛開啟的第一個介面，按
START 就可以開始定位，圖 8 為當你在該區域的時
候，所推播的廣告訊息，圖 9 為當你要結帳時，可
以使用的優惠卷序號，圖 10 為 APP 控制介面，圖
11 為網頁的後台分析。

圖 8. 優惠卷領取介面

圖 7. APP 一樓示意圖
圖 9. 使用優惠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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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後台功能表
後台端-查看功能
1.查看使用者定位
2.查看優惠卷剩於多少
[1]

[2]

圖 10. APP 控制介面

3.查看熱門區域
用戶端
首先啟動 APP，並會要求開起藍芽，當
你進入的介面圖(如圖 7)，此時就可以開始定
位功能，當你進入到特定區域時，會推播特定
的商品，並可以點進去(如圖 8)可以領取想要
的優惠卷，還有些區域則會推播設備控制，點
進去(如圖 10)，此時就可以控制裝置，當你要
使用優惠卷時，可點選自己當初領取的序號
(如圖 9) 給櫃檯看。
後台端
首先啟動指定的網站，管理者可以看到後
端商品優惠卷的領取狀況，並給予增加優惠或
是減少優惠，以及每個不同區域的人潮流動，
來分析熱門區域，以便之後改善冷門商品擺放
位置，並且向廠商提出熱門上區的不同費用，
這樣適時的管理及行銷模式可以讓商場增加
利潤。

2.6 模型實體
圖 12 為專題模型實體，場景為家電測試區設
備有燈泡、風扇。

圖 11. Web 客源分析介面

2.5.2 功能說明
圖 12. 模擬家電測試區
表 1.控制功能表
用戶端-控制功能
1.藍芽開啟
2.使用定位
3.領取優惠卷
4.使用優惠卷
5.Wi-Fi/3G 連線
6.控制風扇
7.控制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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