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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研究了基于 RGB-D 相机 Intel RealSense 的三维场景

重建和物体识别，并根据项目背景，选择对于盲人出行影响较大的楼梯作为实验对

象，验证算法在不同环境下的楼梯检出效果。 

传统彩色相机的物体识别，通常是基于物体的色彩特征、边界特征进行识别，然

而彩色图像中物体的特征受到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光线或者观察角度下，物体的

形状和颜色都将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从而使识别率降低。 

利用 RGB-D 相机获取的图像同时结合了物体的彩色特征和深度信息，在丰富物

体特征上有很大的优势。在本项目中，通过对楼梯结构的分析以及对人类识别楼梯方

式的思考，在特征的选择上，根据楼梯具有阶梯性的特性，采用了基于深度变化直方

图、TSDF、物体三维形状等特征作为匹配依据，对于检测结果，使用支持向量机进

行分类，利用CAD建模构建的理想楼梯模型作为输入正样本，采集图片作为负样本，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检测的鲁棒性，同时通过多帧融合的方式提高了输入深度图的

质量，验证了深度图多帧图像融合方法对于检出率的有效提高。 

 

关键词： 

深度图，深度特征，多帧融合，SVM，楼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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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es about 3-D reconstruction and recognition using RGB-

D camera RealSens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research, stairway is chosen as the 

object to evaluate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as stairway has a major effect in the 

life of the visual impaired. 

Object recognition based on typical RGB camera usually uses color features and edge 

information to achieve. However, features in RGB images can b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Different light and viewing angles w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shape and color of 

targets, leading to low recognition rate. 

Combining both color features and depth information, images captured by RGB-D 

camera have a great advantage on enhanc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objects. In this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stairway and the pattern human recognize 

stairways, depth histogram, TSDF, covariance matrix were introduced as features. Two 

linear SVMs are trained to classify test result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ystem, using CAD model as positive class and captured images as negative class. Point 

cloud fusion is researched and presented, using multiple images as input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depth images. Experiment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Keywords:  

Depth image; depth feature; point cloud fusion; SVM; stairway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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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研究报告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与人类系统相类比，计算机视觉系统则对应人类视觉系统，计算机视觉主要研究

方向则在于如何赋予机器对图像进行智能分析的能力。随着计算机视觉发展和应用

的逐渐兴起，例如，工业机器人的复杂操作如自动导航、装配抓取、图像分析等实际

需求的考虑，如今三维物体识别已经成为重要的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的组成部分。 

同样，三维物体的识别在视觉残疾人士辅助领域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现居

民中仍有大量的视障人士，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视觉残疾人总数

达 1263 万，为全世界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盲人的出行目前还无法做到独立自

主，通常是依靠人员辅助或动物辅助，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无疑对他们未来生活水

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意义。利用图像输入设备采集图像并进行处理，通过声觉或触觉

感知为盲人提供信息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盲人辅助视觉系统，对盲人的出行和生活

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作为人类长期活动的场所，室内的信息识别一直是盲人辅助视觉研究的重点，由

于视障人士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在室内停留更长的时间，因此如何安全的在室内识别

定位物体是一个对提高视障人士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次毕业设计项目主要利用 RGB-D 相机 Intel RealSense 采集到的深度图进行三

维空间的重建，并对三维空间中的大物体进行识别，目的在于能够提高识别稳定性与

正确检出率。另一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将高出地面的物体统一当作障碍物进

行检出，提醒盲人进行躲避，然而楼梯作为一种特殊的通路，在检测过程中不应该直

接被当作障碍检出，同时上行楼梯和下行楼梯的不同形态，决定了仅仅将楼梯作为障



 

 

 

碍物检出的弊端。为了保证盲人在出行时的安全，在本项目中以楼梯为代表模型，根

据楼梯的特征和形态，参考视觉健全人学习识别楼梯的方法，利用计算机视觉方法，

同时使用深度信息和彩色图信息，提高对采集图像中楼梯的正确检出率。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对于计算机视觉系统，图像中三维物体识别的方式通常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数据获取阶段，首先通过传感器获取场景数据，从而确定空间信息，第二阶段

为物体匹配识别阶段，即通过图像处理算法或数据库模型匹配的方法进行匹配。在三

维物体识别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1] ： 

1) 数据的收集，在图像获取方面，目前三维物体识别方法中，根据获取数据的传感

器类型不同，主要存在利用 RGB 图像进行物体识别、利用深度图像进行物体识

别、利用灰度传感器获取图像进行识别、利用激光雷达获得图像进行识别。 

2) 描述三维物体和模型的方法。对于描述物体和模型的方法，需要具有明确、有代

表性、对缺失信息不敏感及方便使用的特点。 

3) 三维模型的构建。在计算机视觉中，为了能够识别物体，首先需要一个对物体的

认知过程，即需要对获得的信息进行重建从而为识别提供参照。对三维物体的重

建有两种方法，利用真实物体在多视角进行图像采集重建，另一种方法为利用

CAD 模型进行重建。 

4) 物体匹配策略。在匹配的第一阶段，建立特征库和输入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由

于真实采集的输入图像不会是理想图像，很容易出现遮挡等缺陷，因此在匹配上

需要针对局部或特征点进行匹配。第二阶段为利用这种对应关系对输入图像或模

型进行坐标系变换，从而获得匹配的坐标系。 

传统物体识别主要基于 RGB 图像，利用物体颜色信息提取特征点，如 SIFT，

SURF[2, 3]，并根据特征点进行匹配，从而获得物体识别结果。然而由于物体的彩色信



 

 

 

息具有不确定性，对于颜色变化范围较大的，或在光照和反射系数不同、物体视角不

同的情况下，物体所具有的彩色特征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并且，根据物体二维特征进

行识别，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识别物体与背景进行很好的分割，对于重叠物体的检

出存在较大的困难。 

随着消费级 RGB-D 相机的不断发展，Microsoft Kinect、 Intel RealSense、

PrimeSense 等产品的出现，深度信息的获取难度逐渐降低，深度图像不仅可以做到消

除由于光照带来的颜色、纹理等信息的变化，还可以消除阴影的影响。深度图像具有

两大特性[4]： 

1） 颜色视角纹理无关性。 

2） 灰度方向与视场方向相同。该特性表明利用深度图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三维

空间，并解决物体遮挡或部分重叠的问题，因为即使两个物体间存在遮挡，物体

前后关系深度图也会产生距离的差异，从而可以通过分割将物体区分出来。 

目前，利用计算机视觉进行楼梯检测的方法在室内机器人、盲人辅助设备、导航

设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应用，经典的楼梯检测方法包括边缘提取、直线滤波、深度距

离特征等。 

Sisong Wang 等人[5]利用彩色图像进行楼梯检测，他们所设置的方法为自定义特

征以满足楼梯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同材质、颜色、级数等问题，相较于使用单一特征的

方法丰富了算法使用的场景。Se 等人[6]利用 Gabor 滤波器提取楼梯边缘，利用直线

信息获取楼梯所在的位置，Rai Munoz 等人[7]同时利用了彩色图信息和深度图信息，

在彩色图中利用 Sobel 边缘提取直线信息，进而将待选对象进行 Hough 变换，并结

合光流法判断不同帧之间楼梯的中心线，在深度图中获取深度特征，最后利用 SVM

分类器进行分类。Xiaoye Lu 等人[8]利用双目相机匹配的方法，同时结合平面和边缘

检测进行楼梯检出，Alejandro Pérez-Yus [9]等人通过在盲人身上增加可穿戴设备，对

环境进行采集，通过坐标系校正、地面检测匹配等方式初始化获取的深度信息，再利



 

 

 

用距离信息确定第一级台阶的位置，该研究小组对楼梯的高度进行了界定，以便对后

续台阶的处理，在该小组的方法中，通过传感器获取的数据，可以将楼梯的模型重建。 

1.3 研究方法介绍及各章节内容安排 

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调研，主要选择使用深度图像进行物体识别，相对于

彩色图像的物体识别，深度图物体识别有着图像信息稳定，对遮挡造成的影响不明显

等优点。同时，使用支持向量机的有监督学习模型，用于对检出结果进行分类，能够

有效提高识别结果的可靠性。 

 

图 1 基于滑动窗口匹配和深度特征匹配的楼梯检测方法流程图 

在本项目中，设计了一种基于计算机视觉，利用深度相机和支持向量机，结合

SLAM 相关室内重建方法的楼梯识别方法，在本方法中，主要输入设备为 RealSense 

R200，最终的结果利用 GUI 的可视化方法呈现，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对

获取的深度信息做预处理，根据深度信息对三维空间进行重建。为了能够正确反映三

维空间特征信息，在获取深度图的同时，利用相机内参或法向量计算的方法，将点云

坐标校正到世界坐标系。检测过程分为两个途径，对于场景简单的环境（视野中除楼

梯外无其他物体），选用深度直方图作为特征进行模板匹配，仿照二维图像中的匹配

方法，利用滑动窗口对全视场进行楼梯检测，根据相似系数设计 SVM 分类器，从而

判断是否存在楼梯，对于相似系数过低的输入图片，将进入深度特征提取模块进行特



 

 

 

征匹配，在深度特征提取模块，事先通过 SVM 分类器的方法训练正负样本，正样本

选用 CAD 构建的模型提取的特征，负样本选用 RealSense 采集的 RGB-D 图像，利

用 SVM 根据输入图像的深度特征进行预测分类，从而实现楼梯的检出。深度特征的

具体提取方法将在 2.2.2-2.2.4 节介绍。 

1.3.2 论文章节安排 

在本研究论文中，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本次毕业设计的研究背景和主要研究内容，并根据对文献调研结果

的展示，重点阐释方法选择的依据。 

第二章：介绍在本次毕业设计中使用的基于深度图像的物体识别方法，重点阐述

了在本项目中主要使用的深度图识别算法、选择依据和具体实现步骤。 

第三章：介绍支持向量机的基本理论基础，同时介绍了在本项目中使用的 SVM

相关参数的设置。 

第四章：介绍相关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在实验设计部分，利用自主采集的数据

库，对本项目提出方法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检出率与召回率分析，并与利用彩色

图像信息检测的研究方法结果进行对比。 

第五章：分析本方法的创新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接下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2. 基于深度图的物体识别 

基于深度图的物体识别通常实现流程为重构三维场景、选用合适的匹配模型、

选择恰当的深度特征值，最终利用匹配策略，实现目标物体的检出。在本章节中，

主要介绍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三维场景重建的方法，以及介绍在深度特征匹配中选择

使用的四种深度特征。 



 

 

 

2.1 三维空间重建 

对于常规相机模型，在三维空间重建时一般使用针孔相机模型（图 2），则一个

空间点[x, y, z]与深度图像中像素坐标[u, v, d]之间的对应关系为： 

 𝑢 =
x·𝑓𝑥

𝑧
+ 𝑐𝑥  （2. 1） 

 𝑣 =
y·𝑓𝑦

𝑧
+ 𝑐𝑦  （2. 2） 

 𝑑 = 𝑧 · 𝑓𝑎𝑐𝑡𝑜𝑟  （2. 3） 

其中，𝑓𝑥 𝑓𝑦为相机焦距，𝑐𝑥 𝑐𝑦为相机主点，𝑓𝑎𝑐𝑡𝑜𝑟为相机缩放因子，即采集

时深度的单位，通常情况下，RealSense 采集的深度数据单位为 mm，则缩放因子为

1000，从而将深度单位转换为 m。 

从点云重建结果中可以观察到，原始数据重建的三维空间无法正确反映物体的

实际情况（图 4），因此首先需要将获得的深度图在空间尺度方向上与世界坐标系

对齐。造成获取点云与世界坐标系无法对齐的主要原因为采集时相机的角度问题，

由于使用者对地面物体进行拍照时相机不与地面平行（图 3），因此可以通过相机

内置 IMU 获取的相机倾角参数，或利用平面法向量的方法计算点云坐标系与世界

坐标系之间的旋转矩阵，从而将点云在空间上对齐地面（图 5）。 

 

图 2 三维点与平面点坐标的关系 



 

 

 

 

图 3 用相机采集时相机坐标系不与地面平行 

 

图 4 未经过坐标系校正的三维点云 
 

图 5 利用相机旋转矩阵校正后的三维点云 

 

2.2 深度特征的提取 

针对深度图像，物体识别的主要难题在特征的提取上，不同质量的特征对于检

出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受 Shuran Song 方法[10]的启发，本研究

中主要使用了四种特征作为检测依据，对于不同物体而言，特征的权重会略有不

同，这里介绍在楼梯检测中主要使用的特征。 



 

 

 

2.2.1 深度直方图 

在本项目中，为了能够帮助盲人在实际生活中进行使用，需要尽可能实现实时

检测，因此在输入完整模型进行测试前，首先提取输入图片的深度信息，计算标准楼

梯模型深度直方图与输入图像的深度直方图之间的相似性，当得到的相似系数在一

定阈值内，则认为图像中存在楼梯，当获得的因数不在阈值的情况下，则输入完整模

型进行计算。 

对于匹配模板，选择使用楼梯最常见的正面角度（图 6）构建三维模型，通过虚

拟相机对模型进行深度图成像，在获得的深度图中，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匹配实际楼

梯，选择使用楼梯中部深度变化明显的位置作为模板（图 7）。 

 

图 6 在模型深度图中选取匹配模板 

 

图 7 用于匹配的模板图像 

 
图 8 模板图像的深度信息 

 
图 9 模板图像的高度信息 

 



 

 

 

同时，为了在全画幅中寻找到楼梯出现可能性最大的位置，利用滑动窗口进行

匹配，考虑到使用效率，对滑动窗口的重叠部分做了限制，最大重叠面积为模板的

50%，最终的评价标准为模板图像与滑动窗口区域之间的相似系数： 

 corr =  
∑ ∑ (𝑀𝑚𝑛−�̅�)(𝑃𝑚𝑛−�̅�)𝑛𝑚

√(∑ ∑ (𝑀𝑚𝑛−�̅�)2
𝑛𝑚 )(∑ ∑ (𝑃𝑚𝑛−�̅�)2

𝑛𝑚 )
  （2. 4） 

为了能够准确获得楼梯检出阈值，利用 SVM 对正样本和负样本进行分类，输

入 SVM 的特征为滑动窗口在全画幅中获得的最大相似系数，具体 SVM 参数设置

见 3.2 节。 

2.2.2 TSDF 特征 

为了能够更好的描述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模型中采用了 TSDF（Truncated 

Signed Distance Function）特征[11]来表征物体表面在空间中的位置。 

 
图 10 TSDF 特征示意图 

TSDF 特征的最大优点在于，在空间分割后，利用标记截断距离的方法，提取三

维空间内距离物体面较近的区域，将标记为 1 的区域移除，从而降低了存储空间。 

在本项目中，首先将三维空间分割为 6*6*6 的立方体组合，在每个立方体组合

内存放着该立方体到物体表面的距离信息，并通过使用正负值标记是否在表面可见



 

 

 

一侧（见图 10），从而可知，过零点表示物体表面的点。该特征的优越之处在于可

以很好的表征物体表面信息和距离信息，相对于利用空间分割分别计算特征的其他

方法而言，TSDF 特征在每个立方体内不仅存放了该立方体内的特征，同时还存储了

该立方体在整个全局空间内的位置信息。 

2.2.3 基于三维形状的特征 

通过对楼梯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空间上，楼梯存在直线特征信息、平面特征信

息，以及空间高度信息。为了能够更好的描述楼梯在三维空间内的特征，在本方法

中，利用了协方差矩阵特征值来表示物体的三维形状信息。 

协方差分析是建立在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基础之上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通常

情况下，标准差和方差只能描述一维数据的差异性，为了比较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引入协方差进行计算： 

 cov(X, Y) =  
∑ (𝑋𝑖−�̅�)(𝑌𝑖−�̅�)𝑛

𝑖=1

𝑛−1
  （2. 5） 

以 x-y 平面为例，对于图 11(a)和图 11(b)： 

 𝑒𝑖𝑔(𝑐𝑜𝑣𝑎) = (
0.39 0

0 40.95
) 

 𝑒𝑖𝑔(𝑐𝑜𝑣𝑏) = (
21.95 0

0 41.46
)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线性度更好的(a)而言，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中表示𝑥维度的

特征值更小，即𝜆𝑎(1,1) ≪ 𝜆𝑏(1,1)，而且𝜆𝑎(2,2) − 𝜆𝑎(1,1) ≫ 𝜆𝑏(2,2) − 𝜆𝑏(1,1)。 

进而，我们可以利用协方差矩阵存储三维空间内的协方差值： 

 CovMatrix =  (

𝑐𝑜𝑣(𝑥, 𝑥) 𝑐𝑜𝑣(𝑥, 𝑦) 𝑐𝑜𝑣(𝑥, 𝑧)
𝑐𝑜𝑣(𝑦, 𝑥) 𝑐𝑜𝑣(𝑦, 𝑦) 𝑐𝑜𝑣(𝑦, 𝑧)
𝑐𝑜𝑣(𝑧, 𝑥) 𝑐𝑜𝑣(𝑧, 𝑦) 𝑐𝑜𝑣(𝑧, 𝑧)

)  （2. 6） 

 CovMatrix =  (

𝜆1 0 0
0 𝜆2 0
0 0 𝜆3

)  （2. 7） 



 

 

 

其中， 𝜆1、𝜆2、 𝜆3是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分别代表数据在三维空间方向上数

据的差异度。 

因此，根据协方差矩阵特征值的特点，利用𝜆1表征点云在一维空间上的分散程

度，𝜆2 − 𝜆1表征点云在二维平面上的线性度，𝜆2 − 𝜆3表征点云在不同高度上的平面

度。 

 

(a) 

 

(b) 

图 11 (a)(b)分别为两种空间分布情况的高斯散点图 

其中红色箭头代表 y 尺度上的分散程度，绿色箭头代表 x 尺度上的分散程度 

2.2.4 基于法向量的特征 

在物体的三维信息中，很重要的一个属性是平面法向量，用来表征物体朝向。而

利用深度相机采集重建的点云空间是非连续的无序结构，虽然在使用上有很大的灵

活性，但是由于结构的不连续性，点云结果会导致物体的法向量信息缺失，因此需要

通过对重建空间的法向量进行估算，从而完善物体信息。 

目前估测点云向量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基于局部表面拟合、基于

Delaunay/Voronoi 方法[12]和基于鲁棒统计[13]的方法，在本项目中，主要使用基于表面

拟合的方法估计点云法向量。 

Hoppe 在 1992 年[14]提出，假设点云采样平面处处光滑，则任意局部邻域都可以

很好的和平面拟合，在本项目中，首先对三维空间进行分割，舍去分块空间内点过少

的区域，在包含物体信息的空间内，对每个点 p，利用 k-means 搜索其最相邻的 15



 

 

 

个点构成空间平面，计算该平面的法向量，在预处理中，首先获取均匀二十面球体的

面法向量[15]，当点云法向量与球体面方向的点乘最大，则获得点云平面特征，遍历

空间后，存储特征值作为物体特征之一。 

2.3 多帧融合 

利用相机采集的深度图，由于相机质量和物体本身纹理特征的限制，在一些程度

上会出现采集空洞。这些空洞的存在会对物体的特征提取及模型特征的匹配造成误

差，因此获取高精度、完整性高的深度图，对于深度图中的物体检出有着十分重大的

意义。 

在本项目中，注意到虽然单帧深度图像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空洞，但是对于连续

移动拍摄物体的过程中，造成的空洞往往是不重合的，因此利用连续多帧的深度图

进行融合，可以更大程度上重建三维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帧图像中会出现的

空洞，并且在多帧图像融合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大范围的物体信息，多角度的映射

可以获得物体全方位的深度特征，提高物体识别的检出率。 

2.3.1 特征点匹配 

为了实现多帧融合效果的重建，使用连续拍摄的多帧图片，特点为图片间的移动

和旋转幅度保证在能够获得特征点的范围内，从而可以对两幅图进行特征点提取和

匹配。常用的特征点检测方法有 SIFT(2004)，SURF(2006)，FAST(2006)，ORB(2011)

等，在本项目中，主要尝试利用 SIFT 和 SURF 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和匹配，并比较其

效果。对两幅连续输入的图像，SIFT 和 SURF 的特征点提取和匹配结果如图 12（b）、

（c）所示。 



 

 

 

 

(a) 

 

(b) 

 

(c) 

图 12 (a)输入的两幅连续图像; (b)SIFT 特征匹配结果; (c)SURF 特征匹配结果 

表 1 可以看出，利用 SURF 提取的特征点匹配度较高，而 SIFT 提取的特征点

虽然数量多但是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匹配，因此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选择 SURF 特

征作为多帧融合的依据。 



 

 

 

表 1 SIFT 与 SURF 提取的特征点数和匹配点数 

特征类型 SIFT SURF 

匹配点数 922 922 

正确匹配1 205 89 

2.3.2 点云融合 

利用 SURF 特征，在两帧图像上分别获得： 

𝑃 =  {𝑝1 𝑝2 𝑝3 𝑝4 𝑝5 … … 𝑝𝑖 } 

𝑃’ =  {𝑝1
′  𝑝2

′  𝑝3
′  𝑝4

′  𝑝5
′ … … 𝑝𝑖

′ } 

为了能够将这组特征点在空间上重合，需要获得相机在两帧图像间的旋转平移矩

阵，使得[16]： 

 ∀i 𝑝𝑖
′ = 𝑅 ∗ 𝑝𝑖 + 𝑇  （2. 8） 

利用 PnP 进行相机姿态的估算，由三维空间点和二维图像点之间的关系得： 

 𝑍𝑐 (
𝑢
𝑣
1

) = (
𝑓𝑥 0 𝑢0

0 𝑓𝑦 𝑣0

0 0 1

) (𝑅 𝑇) (

𝑋
𝑌
𝑍
1

)   （2. 9） 

对式（2. 9）中(𝑅 𝑇)矩阵展开可知： 

  𝑍𝑐 (
𝑢
𝑣
1

) = (
𝑓𝑥 0 𝑢0

0 𝑓𝑦 𝑣0

0 0 1

) (
𝑅11 𝑅12 𝑅13

𝑅21 𝑅21 𝑅23

𝑅31 𝑅31 𝑅33

𝑇1

𝑇2

𝑇3

) (

𝑋
𝑌
𝑍
1

)   （2. 10） 

对式（2. 10）求解可知： 

 {

𝑍𝑐 ∗ 𝑢 = 𝑋(𝑓𝑥 ∗ 𝑅11 + 𝑢0 ∗ 𝑅31) + 𝑌(𝑓𝑥 ∗ 𝑅12 + 𝑢0 ∗ 𝑅32) + 𝑍(𝑓𝑥 ∗ 𝑅13 + 𝑢0 ∗ 𝑅33) + 𝑢0 ∗ 𝑇3 + 𝑓𝑥 ∗ 𝑇1

𝑍𝑐 ∗ 𝑣 =  𝑋(𝑓𝑦 ∗ 𝑅21 + 𝑣0 ∗ 𝑅31) + 𝑌(𝑓𝑦 ∗ 𝑅22 + 𝑣0 ∗ 𝑅32) + 𝑍(𝑓𝑦 ∗ 𝑅23 + 𝑣0 ∗ 𝑅33) + 𝑣0 ∗ 𝑇3 + 𝑓𝑦 ∗ 𝑇2

𝑍𝑐 =  𝑋 ∗ 𝑅31 + 𝑌 ∗ 𝑅32 + 𝑍 ∗ 𝑅33 + 𝑇3

  

  （2. 11）  

                                  
1 这里的正确匹配为检测器(detector)认为的正确匹配 



 

 

 

则在式（2. 11）中，未知数为(
𝑅11 𝑅12 𝑅13

𝑅21 𝑅21 𝑅23

𝑅31 𝑅31 𝑅33

) 和(
𝑇1

𝑇2

𝑇3

)，而旋转矩阵 R 为正交

阵，因此未知数的数量为 6 个，每组特征匹配点可以确立两个方程，三组特征匹配

点则可获得旋转矩阵和平移矩阵，四组特征匹配点则可获得最优解。 

获得旋转平移矩阵后，则可以通过向初始点云添加坐标的方式获得融合后的点

云。由图 13 可以看出，利用五帧图像进行融合后，楼梯表面的空洞面积减小，楼

梯细节更明显。 

 

(a) 

 

(b) 

图 13 (a)多帧融合前三维点云图;(b) 利用五幅连续采集图像进行融合后的三维点云结果. 

 

3 支持向量机 SVM 

SVM 由 Vapnik 等人[17]在 1999 年提出，通过引入核函数，将输入的非线性问题

映射到线性空间内进行划分，解决了算法复杂度与输入向量密切相关的问题[18]，SVM

的特点为针对小样本数据，其求解问题的方式等价于求解一个线性约束的二次规划

问题，构建超平面作为最终决策，对于线性可分集合，超平面应该有无数个选择，则

该超平面的选择依据为：特征空间内的两类特征均应该与该平面距离最大，从而使得

两类问题的分开间隔最大。 



 

 

 

3.1 相关理论基础 

SVM 分类器基于正样本和负样本两类集合进行线性划分，设给定大小为 l 的训

练样本集{(𝑥𝑖 𝑦𝑖), 𝑖 = 1,2,3 … … 𝑙}中存在两类特征模式，如果𝑥𝑖属于第一类，则𝑦𝑖 = 1

（标记为“+”），如果属于第二类，则𝑦𝑖 =  −1（标记为“-”），二分类问题的线性判

别函数一般表达式为： 

 𝑔(𝑥) =  𝑤𝑇𝑥 + 𝑏  （3. 1） 

其中𝑔(𝑥) = 0 为决策超平面，该平面使得： 

 {
𝑤𝑇𝑥 + 𝑏 ≥ 0, 𝑦𝑖 = +1  𝑖 = 1,2,3, … … , 𝑙

𝑤𝑇𝑥 + 𝑏 < 0, 𝑦𝑖 = −1  𝑖 = 1,2,3, … … , 𝑙
  （3. 2） 

当样本线性可分时，通过改变权向量的模，可以将分类规则改写为： 

 {
𝑤𝑇𝑥 + 𝑏 ≥ 1, 𝑦𝑖 = +1  𝑖 = 1,2,3, … … , 𝑙

𝑤𝑇𝑥 + 𝑏 < 1, 𝑦𝑖 = −1  𝑖 = 1,2,3, … … , 𝑙
  （3. 3） 

进而合并表达式为： 

 (𝑤𝑇𝑥 + 𝑏) ∗ 𝑦𝑖 ≥ 1  , |𝑔(𝑥𝑖)| ≥ 1   （3. 4） 

函数𝑔(𝑥)可以看作是样本𝑥𝑖到超平面的一种距离尺度上的度量，统计学习理论

中，将能够把样本正确分割，且距离超平面最近的样本与超平面距离最大的超平面

称为最优超平面解，样本中，离超平面最近的样本点将使 𝑔(𝑥) = 1，即为支持向

量。为了使距离超平面最近的样本与超平面距离最大，根据数据集间隔概念，两类

模式的间隔为
2

‖𝑤‖
，因此最优超平面求解一个二次规划问题[18]： 

𝑚𝑖𝑛
𝑤,𝑏

 
1

2
‖𝑤‖2 

 使得：(𝑤𝑇𝑥 + 𝑏) ∗ 𝑦𝑖 ≥ 1  （3. 5） 

然而对于样本而言，会出现数据无法完全可分的情况，为了能够满足超平面条

件，为超平面求解问题引入非负松弛变量𝜉𝑖, 𝑖 = 1,2,3, … … , 𝑙，即允许划分的超平面

将点划入错误的一类： 

𝑚𝑖𝑛
𝑤,𝑏

 (
1

2
‖𝑤‖2+𝑐 ∑ 𝜉𝑖

𝑙

𝑖=1

) 



 

 

 

 使得：(𝑤𝑇𝑥 + 𝑏) ∗ 𝑦𝑖 ≥ 1 − 𝜉𝑖 , 𝜉𝑖 ≥ 0  （3. 6） 

其中，𝜉𝑖为松弛变量，c 为惩罚系数，c 越大代表对分类错误的容忍度越低。 

当样本集为非线性可分集合时，可以通过一个非线性函数𝜙(·)，将样本集映射到

高维线性空间，此时最优超平面问题变为： 

𝑚𝑖𝑛
𝑤,𝑏

 (
1

2
‖𝑤‖2+𝑐 ∑ 𝜉𝑖

𝑙

𝑖=1

) 

 使得：(𝑤𝑇𝜙(𝑥) + 𝑏) ∗ 𝑦𝑖 ≥ 1 − 𝜉𝑖, 𝜉𝑖 ≥ 0  （3. 7） 

通过求解式（3. 7）的对偶问题简化求解过程： 

𝑚𝑖𝑛
𝛼

 (𝑊(𝛼) = − ∑ 𝛼𝑖

𝑙

𝑖=1

+
1

2
∑ ∑ 𝑦𝑖𝑦𝑗𝛼𝑖𝛼𝑗𝐾(𝑥𝑖,𝑥𝑗)

𝑙

𝑗=1

𝑙

𝑖=1

) 

 使得：∑ 𝛼𝑖
𝑙
𝑖=1 𝑦𝑖 = 0, 0 ≤ 𝛼𝑖 ≤ 𝑐  （3. 8） 

其中，𝛼𝑖为拉格朗日乘子，求解得判别函数为： 

 𝑦(𝑥) = 𝑠𝑔𝑛{∑ 𝛼𝑖
∗𝑦𝑖𝐾(𝑥𝑖, 𝑥) + 𝑏∗𝑙

𝑖=1 }  （3. 9） 

其中，𝐾(𝑥𝑖, 𝑥)为核函数。尽管对非线性样本的分类是通过非线性函数进行空间

映射，但是在计算超平面判别函数时不需要将该非线性函数计算出来，只通过计算核

函数即可，从而规避特征空间维数灾难问题。 

3.1 SVM 参数的选择 

在项目中主要使用 libSVM第三方库进行 SVM训练，libSVM是台湾林智仁(Chih-

Jen Lin)教授 2001 年开发的一套支持向量机的库，以程序小，运用灵活，输入参数少

且开源，成为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 SVM 库。 

libSVM 中主要需要对 SVM 的 SVM 类型、核函数类型、惩罚系数和惩罚系数的

权重进行设置。libSVM 中，对 SVM 的分类为：C-SVC、nu-SVC、一类 SVM、epsilon-

SVR、nu-SVR ，核函数的分类为：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高斯径向核函数、

C 型核函数。 



 

 

 

3.2.1 深度直方图分类 SVM 参数 

深度直方图的 SVM 分类器中输入特征为滑动窗口与图片深度直方图的相关系数，

并将存在楼梯和不存在楼梯的图片作为正负样本(存在楼梯 labor = 1，不存在楼梯

labor = -1)，此 SVM 分类器使用线性 C-SVC，惩罚系数为 1，第二类惩罚系数权重

的设置为 4。 

3.2.2 深度特征分类 SVM 参数 

在深度特征分类 SVM 中，输入参数为 CAD 构建模型的三种三维特征信息和训练

集三维特征信息，CAD 构建模型作为正样本(labor=1)，训练集作为负样本(labor=-1)，

惩罚系数为 1，使用线性 C-SVC 分类器。由于正样本只有一个输入，因此要提高对

正样本分类错误的惩罚，这里将第一类惩罚系数的权重设为 1000。 

4 实验及结果分析 

4.1 实验数据 

4.1.1 Intel RealSense 深度图 

实验主要利用 Intel RealSense R200 作为数据采集工具，具体参数在表 2 中给出。

作为深度相机，RealSense 有以下优势： 

i. 同时具备彩色相机和深度相机功能，可以将获取的深度图像赋予彩色图像信

息，增加可视性的同时，也可以提取彩色图像信息进行识别。 

ii. 采集图像实时性较好。 

iii. 对于室内外环境适应性比较好。 

iv. 体积小，方便携带。 



 

 

 

表 2 RealSense 具体参数 

相机参数 图像参数 

fx/mm 616.029 

分辨率/dpi 480*640 

fy/mm 621.495 

cx/mm 330.764 

帧率/fps 30 

cy/mm 229.538 

其中，𝑓𝑥 𝑓𝑦为相机焦距，𝑐𝑥 𝑐𝑦为相机主点。 

   
图 14 左：RealSense 彩色图; 右：RealSense 深度图 

RealSense 采集深度图的原理为利用红外发射器投射静态散斑，两个红外相机采

集图像，处理器匹配图像计算视差图，从而获得深度。由于利用的是近红外静态散斑

投影，因此在室外亮暗差异大的区域，RealSense 的自动曝光机制会偏向于保证较暗

区域的纹理充分性，而亮的区域受限于近红外图像传感器的动态范围，当出现过曝的

现象时，无法测量深度，从而导致在图像中产生空洞。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对于过于

平整的地面，由于发生的漫反射过小，会导致红外相机采集的红外图像中散斑纹理较

少，从而无法测量深度值，产生空洞。 

因此利用 RealSense 采集深度图有利有弊，在保持现有尺寸的情况下，对于深度

图上的空洞，则需要利用多帧融合的方法，弥补空洞，提高其深度图的质量。 



 

 

 

4.1.2 CAD 模型 

在物体识别中，SVM 分类器通常将输入参数分为正样本和负样本进行训练[19]，

从而获得训练模型，通常使用的正样本，为实际采集的含有目标物的样本，负样本通

常选择为含有无关物的样本，或容易与目标物混淆的物体，用来提高物体的识别准

确率。 

在本项目中，为了提高正样本的可靠性，采用了三维物体建模构建的目标物作为

正样本，一方面提高了正样本的质量，另一方面简化了负样本的筛选条件。在本项目

中，所有非 CAD 模型形成的深度图均可以作为负样本进行模型的训练，无需区分是

否包含目标物。 

为了提高系统鲁棒性，满足不同角度和大小楼梯的检测，对模型进行了旋转缩

放，利用 RealSense 相机参数对标准模型进行模拟深度数据采集。 

采集方法如下： 

1) 根据相机参数设置相机坐标系； 

2) 读取模型文件映射到世界坐标系； 

3) 根据相机坐标系和模型点坐标投影到二维图像获得深度图。 

图 15 CAD 构建的楼梯三维模型 图 16 将三维模型读入显示 



 

 

 

 

 

 

图 17 利用标准模型收集的正样本组合 

4.2 实验过程 

实验设置平台为：Intel i7 处理器，matlab 2016a 平台，libsvm_v3.2。 

4.2.1 利用深度直方图进行先验检测 

 
图 18 用于选取匹配模板的模型深度图 Rotate = π 

 



 

 

 

  

  

图 19 先验方法检出结果：左列为正样本检出结果；右列为负样本检出结果。 

在实验中，利用 20 幅负样本和 40 幅正样本进行 SVM 训练，再随机抽取剩余图

像进行测试，所利用的滑动窗口模板为图 18，楼梯角度为面向观察者(Rotate = π)。

图 19 展示的为输出结果，在输出结果中，RGB 图片上标记的数字为是楼梯的可能

性，红色框为所判断楼梯所在的位置。 

4.2.2 利用 CAD 楼梯模型作为正样本的楼梯检测 

利用所提出的三种深度特征作为检测因子，对输入深度图进行检测，由于使用的

正样本是楼梯模型，输入的图像作为负样本，标注的数字越接近 0，则表示是楼梯的

可能性越大。实验中使用的楼梯模型深度图为图 18，楼梯样本和非楼梯样本的检出

结果在图 20 中给出。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对不同旋转角度的楼梯模型进行了训练，结果在图 21 中

给出，利用不同的角度的楼梯模型去检测同一个场景中的楼梯时，会出现不同的结

果，因此使用时，可以通过遍历所有角度的模型以提取置信度最高的模型角度输出。 



 

 

 

  

(a) 

  

(b) 

图 20 楼梯深度特征模型检出结果，(a)为含有楼梯场景的检出结果，score = -0.62; (b)为不含楼梯

场景的检出结果，score = -1.07 

 

  

(a) Rotate = 0.85π score = -0.62 

 

 



 

 

 

(b) Rotate = 0.95π score = -0.58 

  

(c) Rotate = 1.05π score = -0.8 

图 21 不同角度的楼梯模型对同一场景中楼梯进行检测 

4.2.3 对多帧融合后的深度图的检测 

为提高深度图质量，对连续采集的图像进行多帧融合，利用相同的模型进行检测

结果见图 22，多帧融合前的检出结果为-0.85，多帧融合后的检出结果为-0.79，由此

可见，利用多帧融合提高深度图质量从而提高检出结果的可行性。 

 

(a) 

 

(b) 

图 22 多帧融合检出结果，(a): 融合前图像检出结果为-0.85; (b): 融合后检出结果为-0.79 

4.2.4 遮挡及复杂楼梯状况下的楼梯检测 

在有遮挡的情况下，传统 RGB 图像检测无法区分物体的前后关系，将所有物体

认为在同一平面上进行检测，因此会错误的在遮挡物上检测直线，从而造成误检测。

与利用彩色二维图信息相比，利用三维信息的优点在于可以在复杂环境下对物体进



 

 

 

行检出而不会受到影响，深度信息有效区分了前景和后景，实现了有效的图像分割。

为了测试方法的鲁棒性，试验中，在存在复杂背景和遮挡的情况下分别采用基于

canny 边缘提取和霍夫变换进行直线检测的方法和本研究中提出的楼梯模型匹配方

法进行检出，检出结果见图 23。 

 

(a) 

 

(b) 

 

(c) 

 

(d) 

图 23 存在遮挡的检出结果。(a): 利用 canny 边缘提取结果 (b): 霍夫变换检出直线结果 

(c): 点云楼梯模型匹配结果 (d): 楼梯检出结果，score = -0.88 

 

在存在遮挡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深度特征匹配模型仍能够准确定位楼梯所在的

位置，虽然因为匹配度的下降置信度降低，但是相比不含楼梯的检出结果，检出置信

度要明显高于不含楼梯的结果。 

同时，为体现所使用深度特征的优越性，在实验中测试非常规形状的楼梯，即直

线边缘不明显的楼梯，分别利用霍夫变换方法和深度特征匹配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见图 24。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直线度不明显的楼梯，利用深度图特征的方



 

 

 

法仍可以很鲁棒的将楼梯检出，而二维直线提取的结果无法准确提取楼梯所在的位

置。 

 

(a) 

 

(b) 

 

(c) 

 

(d) 

图 24 对直线度不好的楼梯检出结果。(a): 利用 canny 边缘提取结果 (b): 霍夫变换检出直线结果 

(c): 点云楼梯模型匹配结果 (d): 楼梯检出结果，score = -0.59 

4.2.5 基于 Matlab GUI 的软件界面设计分析 

为更好的实现可视化效果，在项目中设计了 GUI 界面，在界面中可以随机选择

测试图进行楼梯检测，并会输出检测结果与置信度。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出行问题，

在界面上增加了楼梯位置的输出，能够直观的显示楼梯距离观察者的位置。 

在操作界面可以同时显示二维检出结果和三维点云检出结果，并在右下角结果

区输出检测所用时间和检出结果，在实验设置阈值内，判断是否存在楼梯。三维可视

化方法参考 Nathan Silberman 使用的可视化方式[20]，同时，利用相机图像坐标系和世

界坐标系之间的相互转换，可以获得楼梯检出到观察者的位置的距离，并输出当前作



 

 

 

为匹配标准的模型深度图信息加以验证，用户也可以选择特定角度的模型作为匹配

标准。 

 

图 25 楼梯检测 GUI 界面 

4.3 实验结果分析 

先验方法的意义在于在保证检出准确率的基础上快速输出，对于先验方法检出

无楼梯的结果会进一步输入给深度特征匹配模型进行检测。对先验方法的测试结果

在表 3 中给出，一共对 120 幅图像进行测试，其中包含 30 幅负样本，先验模型的匹

配模板为正对观察者的楼梯模型（图 18）。 

表 3 先验方法检出结果 

样本数量 召回数量 检出正确数量 检出准确率 单幅图片检测时间 

120 53 50 94.34% 0.9s 



 

 

 

 

图 26 楼梯正对观察者的滑动窗口匹配实验结果，其中红色虚线以下为未检出结果的输出 

由检出结果可以看出，在检出准确率上，先验模型达到了 94.34%。在测试中发

现，对于检出正确的 50 个结果中，楼梯正对观察者的场景为 33 个（样本中楼梯正

对观察者的场景共 39 个），因此，对楼梯正对观察者的场景而言召回率会远高于其

他场景。 

实验中共采集 100 幅图像作为数据集，其中 20 幅作为训练集，80 幅作为测试

集。在测试时，正样本测试集包含不同角度的楼梯、不含直线结构的楼梯、级数不同

的楼梯结构，负样本测试集中包含与楼梯结构类似的椅子（高出地面的石凳，高度与

一级台阶相似）、地面等，检出结果和准确率在表 4 给出。 

通过测试可以看出，利用本方法对含有楼梯的检出准确度达到了 93.33%，其中，

无输出结果是因为匹配时无法找到能够对应的区域从而不输出判断结果，错误的检

出情况为，虽然框选出了结果，但是框选位置并不是楼梯。 



 

 

 

本方法对于不含楼梯的场景的检出率为 91.43%，其中正确的检出情况为在场景

中无法框选或框选结果给出的置信度低于-1，错误的检出情况为在不含有楼梯的场景

中框选出了置信度大于-0.9，小于 0 的区域。 

表 4 深度特征匹配检出结果 

样本 样本数量 正确检出 错误检出 无输出结果 准确率 

含有楼梯 45 42 2 1 93.33% 

不含楼梯 35 32 3 0 91.43% 

本方法中利用 CAD 建模作为正样本进行模型训练的具体时间消耗与图像特征

计算时间在表 5 中给出。可以看出，随着训练集数量的增加，模型训练的时间也在

不断增加，而对于输入图像的特征计算时间消耗主要取决于图像采集的空间尺度，由

于在方法中将空间分成了固定大小的立方体分别进行计算，因此空间尺度越大，对于

计算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对于最大深度小于 4 米，左右视野 4 米的深度图像，平

均计算时间为 8s。 

对于已经提取特征的图像单幅图像检出平均时间低于 2s。由于项目平台为

Matlab，如果利用 C++语言实现，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表 5 检出方法的时间消耗统计 

模型训练 

训练集数量 训练时间 

10 20min 

20 60min 

特征计算 

特征名称 平均计算时间 

TSDF 特征 2.08s 

协方差特征 5.27s 

法向量特征 1.07s 

 



 

 

 

5 结论与展望 

5.1 本毕设项目总结 

在本项目中，调研了目前针对楼梯的检测方案，重点研究了针对深度图中的楼梯

检测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方法的优劣，选择了四种特征进行楼梯的检测。同时，为了

提高检测模型的准确性，利用 SVM 进行训练，使用 CAD 构建的模型作为正样本，

减少了在挑选负样本上的工作量。利用深度直方图滑动窗口进行模板匹配的方法作

为检测的先验，在输入完整模型前进行预判断，有效提高了模型检出的效率。 

基于三维物体深度信息的匹配方法，可以有效判断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从而避

免二维物体识别时会出现的对于重叠或遮挡物体的误判。在三维物体识别中，最大的

挑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特征及如何对获取的特征进行匹配。本项目的主要创新点

在于： 

1）相比于其他匹配方法直接对于图像进行处理的手段，在本项目中，核心匹配思想

为利用标准模型作为模板进行匹配。CAD 构建的模型在于实际使用的相机相同

的参数下进行虚拟深度投影，为识别提供了标准的深度图模板，从而提高了检出

的准确率。 

2）在特征的选取上，结合了多种特征的优点，同时利用 TSDF、协方差矩阵特征值、

拟合平面法向量等深度特征，SVM 作为后处理手段，保证了检出的准确性。TSDF

特征可以很好的表征物体面在空间中的位置信息，协方差矩阵特征值在表征三维

空间各维度上离散程度上有很大的优势，通过协方差矩阵三特征值之间的大小关

系，可以获得物体在平面度、线性度、空间散度上的信息。利用深度相机获得的

深度信息，在重建空间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然而在信息包含方面，缺少了物体



 

 

 

相关的面型信息，使用拟合平面的方法获得法向量，可以弥补在空间上面信息缺

失的不足，同时表现出物体的朝向信息。 

3）在检测上，相对于其他项目使用已经利用优化过的数据集进行运行，本项目主要

使用 RealSense 采集输入图像，为了降低 RealSense 在采集时图像中空洞的数量，

提出利用多帧融合的方法，在连续采集时，不同的图像空洞的位置各异，因此通

过连续图像之间的互补，提高输入深度图的质量，并通过实验验证了多帧融合后

的深度图在检出结果上的显著提高。 

4）与传统基于彩色图像识别楼梯的方法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本项目中使用的方法对

于遮挡、复杂环境、不同楼梯角度都有较好的鲁棒性。 

5.2 工作展望 

本项目中仍存在着可以发展的空间，为了实现更好的可视化，本项目运行在

Matlab 平台下，目前的方法在实时性上尚没有可靠提高，但是后期可以通过将方法

在 C++平台下进行运行，运行速度将提高十倍到百倍，从而保证了实时的可实现性。

在进一步的展望上，可以以优化先验方法为重点，并将平台移植到 C++下，同时优化

现有 SVM 中设置的参数，在后续的发展中，可以增加负样本的数量，提高 SVM 检

出的可靠性。 

从长远的角度分析，为了能够更好的为盲人提供楼梯识别的手段，在保证实时性

的同时，应该对楼梯的位置进行更准确的定位，同时应该为盲人提供前方楼梯是上行

还是下行的信息。在目前的方法中，虽然能够对上下行楼梯同时检出，但是对于在两

种形式的楼梯区分上，没有很好的检出率，因此在后续的训练时，可以增加 SVM 分

类器，采集上下行楼梯的场景进行分类，从而实现对上下行楼梯的检出。 



 

 

 

在盲人辅助视觉的研究中，仍存在很多需要被检出的物体，在未来的识别过程

中，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者不断探索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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