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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基于位置的服务

鉴于我们在基于位置的服

务上取到显著的成绩，我

们将积极努力增强和拓展

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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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述

英特尔 IT 在企业中基于位置的服务的使用方面察觉到一个绝佳的机遇，并已经开始试用

三个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的应用 — FriendFinder、WayFinder 和 You Are Here 地图。

员工可以选择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从他们自己所在的地点和工作环境中其他资源的相对

位置中获取价值。

通过使用企业中基于位置的服务，我们可

以获得以下优势：

• 员工可以更高效地连接至他们周围的资

源，并在他们需要时找到适合的资源。

• 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员工都可以享受

到跨越各种平台、设备和操作系统的连

续的无缝体验。

• 我们的工作符合英特尔的战略目标 — 作

为互联计算总体愿景的一部分，为移动

平台开发基于位置的服务。

随着位置服务实施的持续推进，我们正根

据标准的 API 构建一个可扩展、可伸缩的

框架，以便对各种基于位置的服务用例提

供支持。尽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但

我们始终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因而取得

了重大的进步。鉴于从使用案例中取到显

著的成绩，我们将积极努力进一步增强和

拓展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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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tel 计划将全球各地的 IT 专业人

员及其在我们机构中的同仁紧密联系

在一起，共同分享经验教训、方法和

战略。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分享 

英特尔 IT 获得业务价值并实现 IT 

竞争优势的最佳实践。如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背景
在电子产品的市场中，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al System，简称 

GPS）和室外导航应用正愈来愈普及。这

些应用按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简

称 POI）的地理位置连接到用户的当前位

置，对许多人来说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

常用的工具，而对一些服务经营者来说则

是他们业务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有一些

应用可以帮助大众用户在驾驶过程中提供

导航，确定餐馆、商店、当地加油站甚至

是朋友的位置。然而，在主要以室内为主

的企业环境中，基于位置的服务很少被人

采用，尽管它们仍然可以为员工和企业提

供巨大的潜在价值。

尽管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有各种重大的挑

战，我们仍然看到了在企业中使用室内

位置应用的绝佳机遇。借助基于位置的

服务，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应用，从而

为员工提供一种高效的无缝方式，帮助

他们在有需要时找到与工作有关的必需

资源。

作为英特尔互联计算总体愿景的一部分，

基于位置的服务的部署符合其中一个英特

尔的战略目标：为移动平台开发基于位置

的应用。例如，这些功能和要求可用来

改进互联计算位置服务 API — 该 API 是

英特尔® 云服务平台的组成部分，可为室

外位置提供 POI、地图和导航，并将逐步

实现对室内位置的支持。同样，我们还在

努力验证英特尔产品开发部门考虑的企业

使用问题。我们还拥有一个实际工作环

境，用于加快新产品上市和质量验证的

速度。

我们致力于在英特尔企业内部实施基于位

置的服务，并制定了以下目标：

• 开发基于位置的模块化可扩展服务框

架，提供不受底层传感器类型或使用信

息的应用所限制的位置信息。

• 建立内部开发人员的社区，并鼓励英特

尔应用开发人员利用基于位置的服务，

从而为他们的应用增加价值，并开发一

些注重隐私的全新位置服务让其他队员

使用。

• 持续改进与确定位置有关的准确级别，

并支持新的用例。

位置服务用例
我们在英特尔内部找到了许多有关位置服

务的实制使用案例。以下为其中的一部分：

• 寻找目前的位置。员工可以启动应用来

确定他们当前位于地图上的位置，这类

似于地图上的 “您在此处” 标识和建筑物

中的疏散标志。

• 搜索并导航至 POI。身处在一个陌生的

英特尔园区的员工可以使用应用找到特

定的会议室、实验室、PC 服务中心、

供应柜、打印机、出口或其他 POI，

并在地图上找到通向某个房间或其他资

源的路线。

• 保存 POI 以作重复使用。当处在一个陌

生的园区时，员工需要在不熟悉的走廊

和建筑物间频繁使用导航。地图应用可

以标记食堂或礼堂的位置，方便该员工

在当天稍晚的时候或者今后的园区参观

时轻松地返回到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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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POI 信息。工厂的员工可能会注意

到在厂内的某个特殊的工具或机器上设

有报警灯。他可以使用应用来标记设备

的位置，然后与其他同事共享资料，用

于后续跟进。如果其他员工接近该设备

的位置，他们便会收到可以对其回应的

提示。再进一步推广该用例时，无论员

工使用哪种平台都可以共享这些位置资

料。例如，可以将有关园区活动的电子

邮件邀请函播发，并在邮件中加入有关

举行活动的地理位置标签，而接收者则

可以点击该标签而导航至活动的地点。

• 查找某个同事的位置。基于位置的服务

可以更快和更高效地帮助员工实现彼此

互连，无论是确定某人是否正在前往参

加会议还是查找同事的位置。从隐私角

度来说，用户可能需要选择愿意加入的

方式与其他员工共享其所在的位置信

息，因此必须实施保护措施，确保员工

的位置和动态免遭其他人的跟踪。

• 基于位置的警报。这些警报可以提醒员

工在他们到达特定位置时采取行动。例

如，如果需要将厂区上的一些物品转

移到下一个工具处，那么就可以发出

警报告知下一个接近该区域和有权限

的员工。又或者，可以在员工到达园

区时告知他们当天有流感疫苗提供，

并在地图上显示他们可以到哪些地点

接受预防注射。

• 所在位置的提醒。英特尔不允许在工

厂里使用摄像头。当员工走进工厂入口 

30 米的范围之内时，将有主动发出的

地理位置提醒，告诉他们必须首先将智

能手机交出才能进入厂区。

• 基于位置的信息安全。某些英特尔机密

文件可能只允许在特定的地点阅读。如

果员工试图在场区外使用他们的智能手

机阅读这些文件的话，便会收到一个错

误的讯号。基于位置的服务可以识别和

验证设备的所在位置，如果员工就在特

定的现场，那么便可以阅读文件。

企业中基于位置的服务所面临的

挑战
供消费者使用和供企业使用的位置服务之

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在为企业环境开

发和部署位置服务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

诸多挑战。

确定员工的位置

员工终日都在不停到处走动，要确定他们

的准确位置有时候会很难，因为 GPS 不

适合在室内使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

们开发了全新的技术，同时将对现有的解

决方案整合，从而允许我们在三到五分钟

内准确确定室内位置。这些功能要求我们

首先根据一个模块化的可扩展框架构上建

立辅助的基础设施（参见 “基于位置的服

务框架”）。

识别兴趣点

我们还需要确定员工最有可能搜索的 POI， 

诸如会议室、打印机、休息室、自动售货

机或自助餐馆。例如，一些员工可能会把

供应柜看做是 POI。如果可以从 web 服

务 API 找到 POI 的位置信息，这样，应

用便可以确定资源的位置。但是，一些资

源（如工厂工具）的位置有时会改变，

因此，便可能需要使用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 RFID）

标签来确定它们的当前所在地点。至于其

他资源，如休息室，我们目前还是需要使

用手动的方式直接将信息输入到 POI 的管

理应用中，因此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希望

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收集和分配这种类型

的静态 POI 数据。

管理兴趣点

许多供消费者使用的位置应用主要关注室

外位置。在企业中，几乎所有的位置应用

都有关乎室内 POI。由于消费者用和企业

用的导航功能有显著的区别，因此消费者

应用必须经大量的修改后才能被用于室内

导航。表 1 对这些区别列出了总结。

表 1. 室外（消费者用）和室内（企业用）位置服务之间的区别总结

位置服务的各个层面

消费者 企业 企业挑战

主要用途 户外 室内 在缺少全球定位系统和室内地图时，可以确定地理位置

兴趣点位置和元数据的变化 

频率
罕有 经常 提高确定室内位置的精度

一致的数据（用户体验） 由独立服务厂商管理
由业务部门或站点 

服务部门管理
在互联计算和企业间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

位置纪录系统 单用户访问
分层数据库，基于 

工作职能的访问
将兴趣点信息的正确聚合交付至授权用户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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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附近的资源
投影仪 11 分钟 37 米
会议室 11 分钟 23 米
电话亭 现在 12 米
打印机 现在 19 米

站点地图

今日的现场活动

上午 10:00，Folsom 车展
下午 13:00，IT 会议 — 112 室
下午 14:00，流感疫苗 — 105 室

朋友                      咖啡厅              保存的位置

图 1. 企业级位置服务可以提供站点地图、同

事的位置、保存的位置以及有关资源和园区

活动的信息。

室外（消费者用）和室内（企业用）导航

间的区别如下：

• POI 变化的频率。室外资源（如地址

和店铺类型）很少有改变，但室内资源 

（如工作场所、存货和投影仪设备）却

通常会有频繁的更改，因此，要保证在

企业环境中所有的位置数据始终处于最

新的状态，便变得更具挑战性。

• 数据一致的用户体验。在消费者的环境

中，独立软件厂商或应用提供商负责控

制用户体验，包括和数据是否存在、有

多详细、有多完整。在企业环境中，每

个业务部门或站点服务部门负责管理他

们自己的 POI 数据；因此，在管理一

个建筑物内或英特尔园区中的 POI 信

息方面作出的努力，会影响员工获得的

体验。

• 位置纪录系统（system of record，简

称 SOR）。就一般消费者用的位置应用

而言， POI 的 SOR 通常是一个单数据

库，同时数据可被所有用户使用。在企

业中，SOR 将在多个公共和内部管理数

据库中分层布置。访问控制将决定用户

针对 POI 信息的访问级别。例如，每位

员工将会看到有关站点服务的信息，例

如食堂的位置，但只有有授权的工厂员

工才会看见厂内设施的设备信息。

维持信息安全和隐私等级

维持适当等级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也是我们

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公共环境中，位置信

息可以自由交换，甚至于广告推广等目

的。然而，企业中的位置信息通常是受控

和安全的，这成为了总体用户体验中的关

键因素。例如，如果园区正在施工，那么

位置的方向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位置

的服务部门必须确保所有包含位置数据的

应用拥有最新的路径，同时禁止未经授权

的人访问该位置数据。

企业 POI 信息（例如工作场所或工厂工具

的位置）以及存货和资产数据通常属于机

密信息，因此访问权限的管理十分重要。

此外，选择使用位置服务的员工必须能够

维护他们想要的隐私级别。例如，员工可

能只想让自己团队的成员知道他/她在园区

中身处在甚么地方。

解决方案
就基于位置的服务而言，我们的目标就是

向应用提供通用的位置信息。最理想的做

法是当员工想要各种位置信息时，不必每

次都从多种不同的应用搜索。我们需要的

是所有的应用都可以使用的位置数据，而

这些位置数据都是各业务部门和站点服务

部门负责直接管理。图 1 是一款我们的位

置服务集成应用的外观设计。

我们在努力实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之际，

同时还在试用三款使用位置服务的应用。

• FriendFinder。根据员工的隐私偏好，

允许其他同事查看其位置。

• WayFinder。告诉员工如何从他们的

当前位置导航至他们的 POI，例如某台

打印机、食堂或会议室。

• You Are Here 地图。一个可以显示员

工当前位置的基本目录。

室内的位置导航已在三个园区使用，此外

我们计划在 2013 年再增加三个站点。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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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特尔，除了这三款应用以外，还有大

约 20 个其他的室内位置应用正在开发，范

围包括移动资产和移动员工的权限管理、

预约工作场所等功能。这些项目有助于提

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提供更好的用户体

验，同时也可以对为英特尔® 产品最终创

造出市场机遇的用法和技术验证。

关键位置服务
基于位置的服务是构成构建模块的后端组

件，可为基于位置的应用提供支持。我们

为英特尔确定出了六个关键的位置服务：

地图、导航、区域服务、传感器无关型位

置识别、安全与隐私功能。作为我们的位

置框架的一部分，我们正努力实施其中的

四个服务：地图、导航、位置识别和隐私

功能，并计划今后再实施其余两个。

地图服务

部署地图服务需要获取或手动创建地图，

列出并维护各种设施和静态 POI，以及管

理元数据。我们的长期策略是让 web 服

务 API 向应用提供这种信息，以便员工

可以接收到最新的数据，包括：

• 地图。目前我们完成了三个园区的地

图，正在开发另外三个。最终目的是

能够提供所有英特尔园区的地图，包

括园区、建筑物和楼层示意图。

• POI 元数据。还有专用于建筑物和楼

面布局图的设施 POI，例如休息室、

工作场所、建筑物入口和咖啡馆。该

站点的服务部门负责为这些 POI 管理

位置信息。诸如自动售货机或打印机等

移动 POI 必须附以标签，同时需要由拥

有它们的业务部门负责管理。

• 地图元数据。其他元数据信息可以与

地图相关联，例如地图名称和地图地

理区域。“地区” 指的是使用经度、维

度（在某些情况也会使用高度）的绝

对位置。

由于很少有员工能够读懂工程图纸或 CAD 

图纸，因此我们必须将地图转换成一种容

易使用的设计。还有必须考虑的事实，就

是大多数现有的建筑地图无法识别诸如打

印机、会议室或行走路线等 POI。

创建了可读和可用的地图后，我们必须能

够在该空间布局或 POI 位置发生变化时轻

松地更新资料。访问控制提出了另一个问

题 — 有些员工获批准查看某些信息，而

其他员工则无权访问。

导航服务

导航服务可以向员工提供路径信息。员工

的位置通常由诸如 GPS、A-GPS、Wi-Fi* 

或网定位等设备传感器确定。按照理想的

做法，我们应该能输入两个地理位置，而

引擎则可以通过一个从室外到室内导航的

无缝过渡在位置点间提供导航。例如，在

机场的一名员工在发出通往一间特别会议

室的方向请求后，首先收到通向该园区的

驾驶方向，然后收到从停车场到最近的

入口、最终到会议室的行走方向。

区域服务

完成后，区域服务将能够支持使用地理围

栏功能 — 即能够创建特定区域，并将区

域属性与应用在该区域可以运作的服务关

联起来。例如，我们可以允许员工在园区

中通过移动设备查看某些安全的数据，但

却不允许在园区外查看。或者，我们可以

在工厂中创建一块区域，每当未经过授权

便从工厂中拆运资产时，便会触发警报。

不受传感器所限的位置识别功能

我们使用不受传感器所限的中间件来接收

来自各种传感器技术（例如 Wi-Fi 标签、

智能手机 Wi-Fi、被动 RFID 和 GPS）

的输入，从而可以整合各种位置信息。每

个传感器类型必须有一个可以促进搜索的

中心查询位置。例如，如果员工正在寻找

一件工厂工具，那么让他查询该公司里所

有的 Wi-Fi 标签是不现实的。相反，我们

提供一个中心系统，来让员工指定他们正

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再由中间件确定出该 

POI 的位置，同时检查该 POI 是否安全和

其隐私属性。如果这些属性允许的话，中

间件将采用适合应用的标准格式向员工用

的应用报告位置。

安全功能

在企业中，大部分有关员工、打印机、会

议室、甚至是工厂工具的位置数据都属机

密信息，即使在公司内部有些信息也是受

限制的，或者会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因此

我们的安全引擎要求首先验证用户才能提

供位置信息。该引擎也将使用基于职能角

色的访问控制功能来确保员工的访问授

权。例如，我们不允许公众知道工厂工具

的位置，但在发生电力中断时我们却需要

将工程师引导至有关地点抢修工具。

隐私功能

在处理与个人的位置有关的信息时，我们

应适当注意信息安全和隐私。我们的框架

允许员工通过门户网站管理他们的个人隐

私偏好。它会告知员工如何使用他们的个

人信息，允许他们选择使用基于位置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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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让他们自己管理哪些人在哪种情况下

才可以查看他们的位置信息。例如，员工

可以决定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例如食

堂）、或者当他/她正在旅途中并且想与同

事碰面时才会共享他/她的位置。当员工不

再想使用位置服务时，应该通过一个中央

管理应用来撤销他/她的位置信息的共享。

该框架也能提供一个通用的服务接口，方

便在该接口处执行应用访问。我们为应用

开发人员制作了指南，确保使用位置服务

的应用会包含诸如环境通知等隐私功能。

基于位置的服务框架
我们在构建可以支持位置服务的框架时，

还根据价值和扩展至其他用例的能力，重

点关注可以优化该解决方案的各个层面。

• 借助一种模块化设计，我们可以首先构

建能够支持优先用例的最重要的功能，

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其他用例的不断

实现再逐渐添加功能。

• 使用标准的 web 服务 API 让许多应用

可以使用相同的位置数据。这种方法允

许开发人员将位置数据无缝嵌入到任何

需要它的应用之中。

• 借助一套标准的 web 服务 API，应用程

序不需要知道各种服务的特定接口，也

不需要知道如何解释和集合所有类型的

传感器输入数据，便可使用位置数据。

这种方式让我们可以在必要时轻松和快

速地替换解决方案组件，例如传感器中

间件。

图 2 说明了我们的位置服务框架。

在图 2 中，传感器确定了 POI 的真实位

置。“传感器” 包含了嵌入的技术、项目上

放置的标签，甚至是在资产不移动情况下

的数据库。例如，会议室的位置是固定

的，因此可以存储在数据库中。传感器被

连接到不受传感器所限的中间件系统上。

应用层包含了业务逻辑，这种逻辑有助

于位置信息关联，并可用于诸如特定地

理围栏触发器和个人保存的位置标签等

应用上。

信息安全和隐私模块托管在隔离区域，使

员工可以从公司的内部或外部访问信息。

图 2. 我们的基于位置的服务架构由于模块化和采用标准的 API，有助于继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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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我们使用 FriendFinder、WayFinder 和 

You Are Here 地图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计划在这方面再

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总体来说，员工的反馈表明了尽管他们很

欣赏现有的三款应用的基本功能，他们仍

然觉得需要有所提升。以 WayFinder 为

例，他们希望不单止能显示最近的会议

室，还可以显示最靠近而还没被其他人占

用的会议室；又例如除了可以显示食堂

的位置外，还可以列出菜单上的内容。

其中的一些计划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构建更多的服务，例如地理围栏

• 支持其他的用例，例如虚拟助理1

• 改进 POI 框架、POI 发布和地图

• 提升隐私和策略控制

• 增加 FriendFinder 和 WayFinder 应用

功能

1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供企业使用的数字个人助

理” 白皮书。

结论
使用位置服务的应用不仅可以为广大消

费者所采用，也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的

价值。通过使用位置服务，员工可以更

高效地连接至他们周围的资源，并在适

当的时间找到合适的资源。

英特尔 IT 开发了一个可扩展的模块化框

架，构建了多个适用于地图和路径选择的

核心服务，同时正在试用三款基于位置的

应用：

• FriendFinder

• WayFinder

• You Are Here 地图

我们在开发这些服务和构建支持框架的过

程中，需要应对（和将会持续应对）的挑

战包括：准确确定员工所在的位置；确

定、跟踪和发布 POI；管理位置信息、维

护信息安全和隐私控制。

与我们为英特尔确定的其他位置服务用例

相比，已开发的三款应用只是一小部分，

同时我们的框架也尚未完成。我们在取得

了初步成果之际，同时亦看到了企业中位

置服务的光明前景。为此，我们将更加努

力，实现进一步的服务改进和扩展。

缩写词

GPS 全球定位系统

POI 兴趣点

RFID 射频识别

SOR 记录系统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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