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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现有定位技术在室内的局限性，室内实时高精度定位和导航一直是人们

（尤其是盲人）生活中一项难以攻克的技术难关。视觉定位能够直接利用图像传感

器，模仿人眼的视觉定位，定位精度相较于其他定位技术精度高许多。二维图像由

于只有平面图像信息，无法获得现实世界的深度信息，用于视觉定位有较大缺陷。

随着RGB-D相机（深度相机）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基于三维图像的定位算法也不断

被提出，能够应用于室内高精度定位。 

本文首先对图像特征点选取算法进行了介绍，并根据测试代码比较了 SURF 特

征和 ORB 特征的稳定性和运行速度，由于 ORB 特征拥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高的速

度，选择了 ORB 特征作为视觉定位的特征。使用开源库 librealsense、OpenCV 和

ORB-SLAM2作为代码总框架，实现三维地图的重建和地图实时重定位以及导航。 

最后从平移和旋转两个方面测试了视觉定位的精度，证实了本系统能够用于室

内高精度定位。并测试帧率，验证本系统用于实时定位和导航的可靠性。 

关键词：ORB特征，三维重建，重定位，视觉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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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ndoor localization, indoor real-time, high-precis ion 

localization and navigation has been a difficult technical problem for people, especially for 

blind people. Visual localization can directly use the image sensor to imitate human vision 

to achieve the localization, and the localization accuracy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localization technology. Because the 2D image has only the plane image information, it can 

not obtain the depth info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GB-D 

camera (depth camera), the local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3D image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indoor high-precision localiz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mage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and compare the 

robustness and speed of the SURF and ORB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test code, as ORB 

features with high stability and high speed, choose the ORB feature of visual localizat ion. 

Using the open source library librealsense、 OpenCV and ORB-SLAM2 as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code, 3D map reconstruction and real-time map relocation are 

implemented. 

Finally, the accuracy of visual localization is tested from two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system can be used for indoor high-precision localization. The 

frame rate is tested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for real-tim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Keywords: ORB feature, 3D reconstruction, relocation, visual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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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当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如错综复杂的大型商场、医院和各类办事大楼时，我

们需要在没有先验信息的情况下，迅速根据当前仅有的信息获取自身所在的位置，

从而高效地到达目的地。对盲人来说，由于视力的缺陷，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实时准

确的定位来帮助自己完成日常活动。因此，室内高精度实时定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

技术难关。 

室外定位技术目前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现有的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粗略定位上拥有速度快、便携、覆盖面积广的优点，

军用的 GPS 精度可以达到米级，而民用的 GPS 也可以达到数米的精度。 

然而，米级的精度对于室内狭小空间来说误差过大，且室内 GPS 信号被遮挡，

无法应用。因此需要采取精度更高、稳定性好的方案进行室内定位。 

人类通过感知器官从外界获取信息，其中 80%左右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器官获得

的。本文提出了一种使用 RGBD相机(RealSense R200，一款由 Intel开发的深度相机)

重建室内三维模型，通过相机信息与室内三维模型来计算当前位置的方法。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无线及射频定位技术 

基于无线及射频技术的室内定位技术目前来说较为流行，产品也很多，如基于

WIFI、ZigBee（一种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网络协议）、蓝牙、RFID(Rad 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技术)[1]和 UWB(Ultra-wideband,超带宽)[2]等。基于

无线的定位技术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算客户端与各个通信节点的通信时间来

计算位置，另一种是通过测量客户端信号到达通信节点时的强度获得位置信息。这

两种方法都需要大量的接入点才能实现较高精度和较大范围的定位。无线局域网

WiFi 技术可以在现有通信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复杂度高、范围大的定位目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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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WiFi 各个节点通常依赖现有设施，而单独设置接入点成本较高，不易维护。

RFID 技术通过将无线电信号调制成一定频率的电磁场来产生 RFID 标签，通过多个

基站检测到的信号强度的不同来计算出位置。这种方法的精度很高，并且速度很快，

能够达到厘米级的精度，成本也比较低。通常精度和范围成负相关[1]，RFID 技术也

不例外，其作用距离最高只有数十米。UWB 产生许多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定位

主要依靠移动点到各个基站间的信号延时。由于 UWB 对多径干扰的敏感性较低，

UWB 通信和定位系统已经在密集、高反射的室内环境中得到广泛使用。商业 UWB

定位系统可用于室内环境，其额定精度为 10 - 15 cm，工作范围大于 50 m。但 UWB

系统搭建费用较高，在较大的房间内需要较多基站，而这些基站单价在 800 人民币

左右。上述定位技术都有一个较大的缺点，只能获取当前的位置，不能获得姿态信

息，盲人在室内活动对当前姿态信息也是有很高的需求的。 

1.2.2 基于惯性单元的定位技术 

惯性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能够测量物体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如在飞

行器上常用的 MPU6050 等。一般的，陀螺仪在短时间内的准确性比加速度高，因

此惯性传感器通常利用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数据进行互补滤波，或采用卡尔曼滤波，

通过积分得到积分路径，从而获得当前的位置信息。然而，惯性传感器存在积分误

差，长时间使用会产生很大的累积误差，通常要与其他定位技术共同使用，矫正积

分误差。 

当然，军用的洲际导弹上的惯性单元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精度，累积误差也很小，

但考虑到便携性和成本，不适合应用于室内定位技术。 

1.2.3 基于 SLAM 的定位技术 

SLAM[3](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是当前非常

热门的技术。最初由 Hugh Durrant-Whyte 和 John J. Leonard 开发，它基于 Smith，

Self 和 Cheeseman 的早期工作。SLAM 的主要工作是在未知环境下通过传感器的数

据来构建环境地图，并根据传感器数据在环境内进行定位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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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 SLAM 技术按照图像获取源主要分为单目 SLAM、双目 SLAM、激光

SLAM和基于 RGBD的 SLAM四种。近年来 RGBD相机(不仅能测量 RGB 值，还能

测量物体的深度信息)开始出现，且价格仅 100美元左右，使用方便，如 Intel开发的

RealSense 系列，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 SDK。因此，现在的 SLAM 趋势是使用深度

相机作为传感器。 

同时，SLAM 技术也衍生出了许多分支，如 MonoSLAM、PTAM、LSD-SLAM

和 ORB-SLAM 等，这些 SLAM 技术各有优缺点，还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它们的稳

定性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 

1.3 主要研究内容 

1.3.1 RGBD 相机内参和畸变系数 

相机将三维世界中的真实点映射到二维平面中，这个过程需要建立相机模型，

使得二维图像平面上的点与三维世界中的真实点一一对应。在相机模型中，三维世

界中的点与图像平面上的点对应需要用到相机的内参矩阵，因此内参矩阵的求解直

接关系到图像对三维世界的真实反映程度，通常使用的相机模型是针孔模型。 

由于实际相机通常使用的是球面镜片，而球面镜片会产生像差，需要求得相机

的畸变系数，保证图像的正确性。 

1.3.2 3D 配对点的选取 

无论是 3D 重建还是移动侦测，都需要匹配上一帧与下一帧，确定两帧之间点

的对应关系，从而解算出两帧之间相机的平移和旋转量，进一步估算出相机的运动。

特征点法是最常用的 3D 配对点选取的方法，特征点法又分为 2D（SIFT、SURF、

ORB等）特征和 3D（VFH、FPFH等）特征，选取高质量、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特

征点是相机位姿实时估计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此，需要一些实验来测

试不同特征点法的优缺点，获得可靠的实验数据，进而找到最适合的特征点法。 



4 

 

1.3.3 3D 配对点求解位姿 

获得了 3D 配对点后，就要使用选择到的匹配点进行位姿的求解。通常来讲，

求解位姿的方式有 2D-2D、2D-3D 和 3D-3D，其中 3D-3D 的位姿求解最为简便，且

能够计算出三维世界中的实际旋转和平移量。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 RealSense R200

是 RGBD相机，能够获取深度信息，因此 3D-3D的位姿求解是较好的选择。 

1.3.4 3D 地图构建 

为了能让人在陌生环境下实现实时定位，我们需要重建环境地图。因此，构建

一个真实、可靠、稳定性好的 3D 地图是实时视觉定位和导航的关键。然而，3D 地

图的构建需要的信息量远大于 2D 地图，占用硬盘存储空间大，将地图加载到内存

中更是会消耗大量的内存空间。因此，地图的构建要尽量的精简，占用的存储空间

要尽量的小。 

1.3.5 基于构建地图的导航 

构建了 3D 地图后，当需要利用地图导航时，就要重新载入预先采样重建得到

的地图，并根据载入的地图进行导航。单一的遍历所有地图点来计算当前帧的位置

非常耗费计算机资源，计算速度较慢，无法满足定位的实时性要求。除了第一次定

位和定位失败后的重定位外，我们需要更快速的方法来利用地图进行导航，使系统

达到实时定位的要求。 

2 RGBD 相机模型及数据获取 

2.1 RealSense R200 介绍 

本研究所用的是 Intel开发的 RealSense R200（如图 2.1），是一款能输出 RGB

图像和深度图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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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RealSense R200 外观图 

其 RGB彩色图和深度图分别如图 2.2所示。 

 

图 2.2 RGB 彩色图(左)和深度图(右) 

RealSense摄像头主要由一个彩色相机、一个红外投射器和两个红外相机组成，

如图 2.3所示。 

 

图 2.3 RealSense R200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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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Sense R200 使用的是近红外双目视觉技术，利用两个红外相机采集到的图

像（如图2.4）形成立体视觉。同时，相机上的红外发射器能够发射编码过的红外线

[4]（结构光），使得相机在纹理不清晰的表面也能获取足够的深度信息。在结构光

原理中，相机根据返回的结构光图案来计算物体和自身之间的距离。 

 

图 2.4 RealSense R200 的两个红外相机图像 

2.2 相机内参与畸变 

相机将 3D世界中的真实点转换到二维图像平面上，为了从图像中复原出 3D 世

界的真实点，我们需要用到相机模型。 

最常用的相机模型是针孔模型，如图 2.5。 

 

图 2.5 相机的针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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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5中，右边为 3D世界真实点，左边为相机获得的图像平面上的点。O 为

模型中的针孔[5]。由于图像是二维平面，因此还有 Y坐标，根据相似三角形，有： 

𝑍𝑍
𝑓𝑓

= −
𝑋𝑋
𝑋𝑋′

= −
𝑌𝑌
𝑌𝑌′

 2 − 1 

在这里，图像平面不能表示图像的像素平面坐标，因此，定义像素坐标系 o-u-

v，而像素坐标是可以直接在图像文件中获得的。通常，像素平面的坐标原点为图

像左上角，而图像平面的坐标原点为图像中心，因此两个坐标系存在一个尺度变换

和一个平移变换，像素平面 o-u-v和图像平面 O-X’-Y’的转换关系为： 

�𝑢𝑢 =  𝛼𝛼𝑋𝑋′ + 𝑐𝑐𝑥𝑥
𝑣𝑣 =  𝛽𝛽𝑌𝑌′ + 𝑐𝑐𝑦𝑦

2 − 2 

简化模型，转换坐标系，去掉式 2-1中的负号，并代入式 2-2，有： 

�
𝑢𝑢 =  𝛼𝛼𝑓𝑓𝑥𝑥

𝑋𝑋
𝑍𝑍

+ 𝑐𝑐𝑥𝑥

𝑣𝑣 =  𝛽𝛽𝑓𝑓𝑦𝑦
𝑌𝑌
𝑍𝑍

+ 𝑐𝑐𝑦𝑦
2 − 3 

写成矩阵形式，有： 

𝑍𝑍�
𝑢𝑢
𝑣𝑣
1
� = �

𝑓𝑓𝑥𝑥 0 𝑐𝑐𝑥𝑥
0 𝑓𝑓𝑦𝑦 𝑐𝑐𝑦𝑦
0 0 1

��
𝑋𝑋
𝑌𝑌
𝑍𝑍
� ≜ 𝐾𝐾𝐾𝐾 2 − 4 

在式 2-4中，中间的 3×3的矩阵被称为相机的内参矩阵 K，内参矩阵反映了 3D

真实点到图像像素平面的变换关系。通常，相机在出厂后就已经标定好内参了，但

是，由于一些外力和机械因素，内参可能会有些许变化。另一方面，当选择让相机

输出不同分辨率的时候，内参矩阵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般是与分辨率成线性

关系的。 

通常的相机使用的是球面透镜，因此图像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畸变。畸变分为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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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径向畸变：在针孔模型中，一条直线投影到像素平面还是一条直线。但是实际

上，由于使用了球面透镜，3D 真实世界的直线往往会在像素平面成为一条曲线。

径向畸变的矫正函数为： 

�𝑥𝑥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𝑥𝑥(1 + 𝑘𝑘1𝑟𝑟2 + 𝑘𝑘2𝑟𝑟4 + 𝑘𝑘3𝑟𝑟6)
𝑦𝑦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𝑦𝑦(1 + 𝑘𝑘1𝑟𝑟2 + 𝑘𝑘2𝑟𝑟4 + 𝑘𝑘3𝑟𝑟6) 2 − 5 

其中，[x,y]是平面坐标点，[xcorrected,ycorrected]是纠正后的平面坐标点。 

2) 切向畸变：切向畸变可以用以下公式矫正： 

�𝑥𝑥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𝑥𝑥 + 𝑝𝑝1𝑥𝑥𝑦𝑦+ 𝑝𝑝2(𝑟𝑟2 + 2𝑥𝑥2)
𝑦𝑦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𝑦𝑦 + 𝑝𝑝2𝑥𝑥𝑦𝑦+ 𝑝𝑝1(𝑟𝑟2 + 2𝑦𝑦2)

2 − 6 

相机内参和畸变标定的方法已经很成熟，方法也各式各样，在使用 RealSense 

R200的过程中，可以利用 librealsense集成的代码，无需使用标定板，即可标定出相

机的参数。表 2.1列出了当图片分辨率设置为 640×480时相机的内参和畸变系数。 

表 2.1 分辨率为 640×480 时相机的内参和畸变系数 

相机内参 相机畸变系数 

fx 618.827 k1 -0.0814143 

fy 624.991 k2 0.0600257 

cx 334.759 p1 0.000964971 

cy 235.378 p2 4.22517e-05 

  k3 0 

从表 2.1 可以看出，cx 和 cy 表示的是相机的几何光轴(反映在图像平面上就是图

像原点)相对于像素平面的像素偏移量，其位置大概在像素平面的中心，但不是严格

在中心，有部分偏移，且 x轴和 y轴的偏移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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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机外参 

相机在三维世界中移动的是一个刚体运动，只有平移和旋转上的变换，没有尺

度上的变换，因此属于欧氏变换[6]，如图 2.6，w 下标的是世界坐标系，c 下标的是

相机坐标系。 

 

图 2.6 世界坐标和相机坐标 

用旋转矩阵和平移矩阵来表示这个变换，则有： 

�
𝑥𝑥𝑤𝑤
𝑦𝑦𝑤𝑤
𝑧𝑧𝑤𝑤
� = 𝑅𝑅 �

𝑥𝑥𝑐𝑐
𝑦𝑦𝑐𝑐
𝑧𝑧𝑐𝑐
� + 𝑡𝑡 2 − 7 

其中，R为 3×3的旋转矩阵，t为 3×1的平移矩阵。 

为了更方便地使用旋转和平移矩阵，将式 2-7改写成以下形式： 

�

𝑥𝑥𝑤𝑤
𝑦𝑦𝑤𝑤
𝑧𝑧𝑤𝑤
1

� = �𝑅𝑅 𝑡𝑡
0 1��

𝑥𝑥𝑐𝑐
𝑦𝑦𝑐𝑐
𝑧𝑧𝑐𝑐
1

� = 𝑇𝑇 �

𝑥𝑥𝑐𝑐
𝑦𝑦𝑐𝑐
𝑧𝑧𝑐𝑐
1

� 2 − 8 

其中，T为旋转平移矩阵，也就是相机的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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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的外参也就是相对于世界坐标系的欧氏变换矩阵，它描述了相机相对于世

界坐标系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也就是平移和旋转量。我们要做的定位系统实际上就

是为了实时求得相机的外参矩阵，如何求解这个矩阵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问题。 

2.4 深度图与 RGB图像的配准 

RealSense R200 相机的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位置存在固有差异，获得的原始深

度图和 RGB图有一定的偏移。这个偏移肉眼较难分辨，但如果简单的认为深度图和

RGB 图是相匹配的，则会导致 3.2 章节中 ICP 求解位姿过程中由于点与深度信息不

相符而发生严重错误。因此，在使用 RealSense R200的 RGB图像和深度图前，需要

对图像进行配准。如图 2.7，原始深度图在未与 RGB 图配准时有微小的偏移，需要

使用配准后的深度图作为定位系统的输入图像。 

 

图 2.7 原始深度图（左上）、原始 RGB 图(左下)、配准后的深度图（右上）、配准后的

RGB 图（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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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算法 

3.1 ORB特征与 SURF、SIFT特征 

对图像进行帧间运动估计的第一步是获得相邻两帧图像 3D 特征配对点，选择

高准确率、高效率的特征可以有效增加实时定位系统的鲁棒性和实时性。常用的二

维特征点有ORB、SIFT和 SURF 等，能够在实时视频流处理中使用，是特征点选择

的首要指标。 

如图 3.1 所示，特征检测可以分为角点检测、斑状检测和区域检测。在此介绍

三种最常用的特征：SIFT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尺度不变特征转换 )、

SURF (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加速稳健特征)和 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有方向的 FAST和带旋转的 BRIEF)。 

 

图 3.1 特征检测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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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SIFT 特征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尺度不变特征转换)是图像处理中用途广泛

的算法，常用来处理机器视觉中的侦测和描述图像的局部特征。 

SIFT算法由 David Lowe在 1999 年发表，并在 2004 年完善总结。后来的 PCA-

SIFT[7]和 A-SIFT 都是基于 SIFT，采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和改变采样空间衍生出来的

算法。 

SIFT 算法包含 SIFT 检测子和 SIFT 描述子，并且具有尺度空间不变性和仿射不

变性，对光线、噪声和微小的视差改变的容忍度也很高。因此，这些被提取出来的

特征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很少出现错误匹配的状况。 

SIFT 首先建立 DOG 尺度空间，尺度空间的建立是通过将原图像经过带有不同

标准差的高斯核进行卷积得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图像来代替真正的各尺度

空间[8]。接下来令相邻的尺度空间相减，从而得到差分的 DOG 空间，如图 3.2。由

于 DOG 空间是差分形成的，因此可以用来检测特征点。在 DOG 空间下，这些特征

点与同一层邻近的 8个点、上下层相邻的各 9个点比较，如果该点比邻近的 26个点

都大或都小，则认为该点是极值点，也就是待定特征点，如图 3.3。 

 

图 3.2 高斯差分金字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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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从 DOG空间中提取极值点 

接下来在选定的极值点中通过泰勒二阶展开去除小于设定阈值的不稳定点，再

通过计算剩余极值点的邻域梯度来获得具有旋转不变性的关键点。然后将坐标轴旋

转为关键点的方向，确保旋转不变性，通过一个 128维的特征向量来作为 SIFT描述

符。再对这个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从而去除光照变化带来的影响。 

从 SIFT 算法中可以看出，由于 SIFT 算法建立了许多金字塔，造成尺度过大，

虽然算法稳定性较好，但是计算时间过长，不适合在实时定位系统中应用，因此很

多时候我们都使用 SURF 算法代替 SIFT算法。 

3.1.2 SURF 特征 

SURF (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加速稳健特征)[9]是稳健的图像识别和特征描

述算法。SURF 算法在 2006 年的 ECCV 大会上首次发表，常用于计算机视觉，其速

度相比 SIFT有较大提升。 

事实上，SURF 算法也是基于 SIFT算法的，只不过 SURF 算法对 SIFT算法进行

了改进，大大提高了特征检测的速度。SURF 算法包括三个步骤：特征点检测、特

征邻近描述和描述子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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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检测首先也是建立图像金字塔。SURF 算法之所以比 SIFT 算法有更快的

速度，很大一部分是图像金字塔的不同。SIFT 算法采用 DOG 图像，而 SURF 算法

采用了 Hessian矩阵阵列式近似图像。之所以采用 Hessian矩阵，Herbert Bay在文中

是这样解释的：基于 Hessian 的检测器比他们的基于哈里斯的检测器更稳定和可重

复。 使用 Hessian 矩阵的行列式而不是其轨迹（拉普拉斯算子）似乎是有利的，因

为它对较长的，局部不均匀的结构较少。 此外，类似于 DoG 的近似可以在损失准

确度方面以低成本带来高速度。 

特征临近描述与 SIFT 方法基本一致，但在描述子配对阶段，SIFT 采用的特征

点主方向是通过特征点邻域内统计梯度直方图实现的，而 SURF中则是统计特征点邻

域内的 harr 小波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如图 3.4 所示，就是统计 60°扇形内所

有点，确定 haar小波边长，再给这些响应以近大远小的规则加权，从而得到特征的

主方向。最后再通过将特征周围划分为 16个区域通过计算水平方向值之和，水平方

向绝对值之和，垂直方向之和，垂直方向绝对值之和来构成描述子，如图 3.5 所示。 

 

图 3.4 统计 harr 小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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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生成描述子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SURF 在图像金字塔方面节约了图像空间，会出现尺度

误差，且算法在求主方向时依赖于局部区域像素的梯度方向，有可能会导致主方向

寻找不准确，从而导致匹配失败。但总的来说，SURF 还是实时定位系统中很重要

的特征检测算法。 

3.1.3 ORB 特征 

在 3.1.2 中提到了，SURF 特征是可以应用到实时定位系统中的，同样的，目前

还有一种应用于实时视频流处理的特征，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有

方向的 FAST和带旋转的 BRIEF)特征。 

ORB特征分为关键点“Oriented FAST”和描述子“Rotated BRIEF”两部分。所以

说，ORB特征可以说是 FAST特征点的检测方法和 BRIEF 特征描述子的结合和改进

[11]。因此，提取 ORB特征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1) Oriented FAST 关键点提取：找到图像中的关键点，即角点，也就是图像中灰度

变化较大的地方。Oriented FAST 在 FAST 的基础上，另外计算了关键点的主方

向，为接下来的 BRIEF 描述子增加了旋转不变的特性。 



16 

 

 

图 3.6 FAST关键点 

如图 3.6 所示，FAST 是一种角点检测方法，主要检测图中局部像素灰度变化幅

度较大的地方，相较于 SIFT 和 SURF，速度非常快。FAST 的检测机制是：首

先在图像中选取像素 p，假设其亮度为 Ip，则根据 Ip设置一个百分比阈值，再以

像素 p 为中心，选取半径为 3 的圆上的 16 个像素（如图 3.7 所示），如果选取

的圆上有连续 N 个点的亮度与像素 p 的亮度差大于或小于设定的阈值，则可以

认为像素p就是特征点。在这里，N通常取值为12，当然也有取值为9和11的。

重复上述步骤遍历整个图像，就获得了整幅图像的 FAST特征点。 

 

图 3.7 FAST角点检测机制 



 

17 

 

由于 FAST 特征点仅仅计算和比较了像素点之间的亮度差异，因此处理速度非

常快。但是由于 FAST 特征点的数量很大并且不确定，因此在 ORB 算法中，对

FAST算法进行了改进，使得我们可以设置最重要提取的 FAST特征点数量。这里用

到的方法是将提取到的 FAST 角点分别计算 Harris 响应值，然后根据 Harris 响应值

从大到小排序，选取前 N 个角点作为最终的角点输出。 

同时，FAST特征点选取半径为 3的圆作为判断角点的依据，但是在相机前后移

动过程中，尺度是不断变化的，像素半径为 3 的圆在这个移动过程中无法再保证半

径为 3。因此，FAST 特征是没有尺度不变性的。ORB 算法借鉴了 SIFT 算法，构建

了图像金字塔，类似图 3.2，对金字塔的每一层进行 FAST角点检测，使得改良后的

FAST特征点具备了尺度不变性。 

最后，FAST 最致命的缺点是不具有方向信息，这不符合视觉定位中角度随时

变化的实际情况。ORB 算法中为了解决 FAST 特征点的旋转特征，加入了灰度质心

法（如图 3.8 所示）。灰度质心法就是以图像块的灰度值作为权重中心，计算图像

块的质心，并将质心和几何中心连线作为方向向量，从而得到 FAST 角点的方向信

息。 

 

图 3.8 Oriented FAST的灰度质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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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改良，Oriented FAST角点检测在原始 FAST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尺度

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能够更好地适应移动侦测。 

2) 形成 BRIEF 描述子：根据提取到的 FAST 关键点，对其周围图像区域进行描述。

BRIEF 是一种二进制描述子，其描述向量由编码 0和 1组成。0 和 1分别编码了

关键点附近两个像素 a、b 亮度之间的大小关系:若 Ia>Ib，则取 1，反之则取 0，

其中像素 a 和像素 b 的选取则是通过随机分布得到的。ORB 算法在 FAST 特征

点提取阶段计算了关键点的方向信息，因此可以利用得到的方向信息，计算旋

转之后的“Steer BRIEF”特征，使得 ORB描述子具有更好的旋转不变性。 

综上所述，ORB特征使用了 FAST和 BREIF 两种高效算法，并在其基础上进行

了改良，拥有较高的效率和鲁棒性，在实时视频流处理中应用十分广泛。 

3.1.4 SURF 特征匹配与 ORB特征匹配对比 

前文分别介绍了 SIFT、SURF 和 ORB特征的特点和原理，从原理上看 SURF 比

SIFT 速度更快，有实验表明 SURF 比 SIFT 快 10 倍左右，且 SURF 的鲁棒性只比

SIFT略有不及，因此 SURF 具备实时视频流处理的能力。同样的，ORB由于其高效

的 FAST和 BRIEF 算法，拥有很高的计算速度。 

因此，要对比 ORB 和 SURF 两种特征算法应用于视觉定位系统，需要实际测

试。 

首先对比 ORB特征匹配和 SURF 特征匹配在相机静止情况下的配对点数和实际

可用 3D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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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ORB 在相机静止时匹配 

 

图 3.9 SURF在相机不动时匹配 

表 3.1 ORB 与 SURF算法比较 

 ORB SURF 

平均特征匹配点数 n 351.6 38.9 

平均实际可用 3D点数 p 206.2 21.2 

p/n 58.6% 54.6% 

平均帧率/HZ 4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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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3.1 中，ORB 特征能在相同的图中找到十倍于 SURF 的特征点，由于深度

图的某些深度有缺失（如图 2.7），由 RGB 图像匹配到的特征点中有一部分没有相

应的深度信息，导致 p/n只有不到 60%的比例。在帧率方面，使用 ORB特征匹配能

达到 40.2 左右的帧率，而使用 SURF 特征匹配只能达到 3.7 左右的帧率，两者相差

10 倍多，这是因为使用 SURF 特征检测到的特征点更难成功匹配(但稳定性会更高)。 

3.1 ICP 算法求解位姿 

由于使用了RealSense R200作为图像传感器，并通过 ORB特征进行了帧间相应

点的匹配，获得的匹配点具有深度信息，通过匹配点的 3D 点来计算运动中的位姿

变化。假设有一组匹配好的 3D点： 

P={p1,…,pn}, P’={p’1,…,p’n} 

对于任意的匹配点，都有相同的欧氏变换 R，t： 

∀i,𝑝𝑝𝑖𝑖 = 𝑅𝑅𝑝𝑝′𝑖𝑖 + 𝑡𝑡 3 − 1 

 

上述问题可以用 ICP(Iterative Clotest Point,迭代就近点)[12]算法求解。在上一节

中，特征点法较好的求解了两帧图像之间的匹配关系，所以，可以用 ICP 求解相机

运动中的位姿变换。 

ICP的求解分为两种方式：使用线性代数求解，最常用的是SVD（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奇异值分解）和使用非线性优化方式求解。 

3.2.1 SVD 方法 

奇异值分解是线性代数理论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矩阵分解，在信号处理、统计学

和图像处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根据式 3-1，定义第 i对点的误差： 

𝑒𝑒𝑖𝑖 = 𝑝𝑝𝑖𝑖 − �𝑅𝑅𝑝𝑝′𝑖𝑖 + 𝑡𝑡�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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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3-2，构建最小二乘问题，求解误差平方和达到最小的 R和 t： 

min
𝑅𝑅 ,𝑐𝑐

𝐽𝐽 =
1
2
���𝑝𝑝𝑖𝑖 − �𝑅𝑅𝑝𝑝′𝑖𝑖 + 𝑡𝑡���

2

2
𝑛𝑛

𝑖𝑖=1

3 − 3 

为了求解使得误差平方和最小的 R和 t，首先，定义两组点的质心： 

p =
1
𝑛𝑛
�(𝑝𝑝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 p′ =
1
𝑛𝑛
��𝑝𝑝′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3 − 4 

由于质心的旋转矩阵与任意匹配点的平均旋转矩阵是相同的，将式 3-3改写： 

min
𝑅𝑅 ,𝑐𝑐

𝐽𝐽 =
1
2
���𝑝𝑝𝑖𝑖 − 𝑝𝑝 − 𝑅𝑅�𝑝𝑝′𝑖𝑖 − 𝑝𝑝′���

2

2
𝑛𝑛

𝑖𝑖=1

+ �|𝑝𝑝 − 𝑅𝑅𝑝𝑝′ − 𝑡𝑡|�
2

3 − 5 

式 3-5 的等号右边两项中，第一项只和旋转矩阵 R 有关，第二项同时与旋转矩

阵 R、平移矩阵 t有关，但只和质心相关。因此，只要求解 R，并令第二项为 0就能

得到 t。 

计算旋转矩阵 R，首先要计算两组点的去质心坐标： 

𝑞𝑞𝑖𝑖 = 𝑝𝑝𝑖𝑖 − 𝑝𝑝,𝑞𝑞′𝑖𝑖 = 𝑝𝑝′𝑖𝑖 − 𝑝𝑝′ 3 − 6 

然后根据优化问题求解旋转矩阵： 

𝑅𝑅∗ = 𝑎𝑎𝑟𝑟𝑎𝑎min
𝑅𝑅

1
2
���𝑞𝑞𝑖𝑖 − 𝑅𝑅𝑞𝑞′𝑖𝑖��

2
𝑛𝑛

𝑖𝑖=1

3 − 7 

对于上述优化问题，有： 

1
2
���𝑞𝑞𝑖𝑖 − 𝑅𝑅𝑞𝑞′𝑖𝑖��

2
=

1
2
�𝑞𝑞𝑖𝑖𝑇𝑇𝑞𝑞𝑖𝑖 +
𝑛𝑛

𝑖𝑖=1

𝑛𝑛

𝑖𝑖=1

𝑞𝑞′𝑖𝑖
𝑇𝑇𝑅𝑅𝑇𝑇𝑅𝑅𝑞𝑞′𝑖𝑖 − 2𝑞𝑞𝑖𝑖𝑇𝑇𝑅𝑅𝑞𝑞′𝑖𝑖 3 − 8 

在 3-8中，由于第一项与 R无关，第二项中 RTR=I,也与 R无关，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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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𝑞𝑞𝑖𝑖𝑇𝑇𝑅𝑅𝑞𝑞′𝑖𝑖 = �−𝑡𝑡𝑟𝑟(𝑅𝑅𝑞𝑞′𝑖𝑖𝑞𝑞
′
𝑖𝑖
𝑇𝑇

𝑛𝑛

𝑖𝑖=1

𝑛𝑛

𝑖𝑖=1

) = −𝑡𝑡𝑟𝑟�𝑅𝑅�𝑞𝑞′𝑖𝑖𝑞𝑞
′
𝑖𝑖
𝑇𝑇

𝑛𝑛

𝑖𝑖=1

�                 3− 9 

定义矩阵 W： 

W = �𝑞𝑞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𝑞𝑞′𝑖𝑖
𝑇𝑇 3− 10 

对 W进行 SVD分解: 

W = UΣ𝑉𝑉𝑇𝑇 3− 11 

其中，U 和 V 都是酉矩阵，Σ 对角线上的元素就是矩阵 W 的奇异值。当 W 满

秩时: 

R = U𝑉𝑉𝑇𝑇 3− 12 

 

求得 R后，根据下式计算 t： 

𝑡𝑡∗ = 𝑝𝑝 − 𝑅𝑅𝑝𝑝′ 3− 13 

3.2.2 非线性优化方法 

求解 ICP 也可以利用非线性优化来做，用迭代的方式去寻找最优值，从而解算

出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 t。在非线性优化中，只需要不断迭代，就能找到极小值。

ICP 问题存在唯一或无穷多个解两种情况，在唯一解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找到极小

值解，则这个极小值就是全局最优值。 

4 ORBSLAM2 详解 

ORB-SLAM是 Raul Mur-Artal，J. M. M. Montiel和 Juan D. Tardos在 2015 年的

IEEE 上发表的，ORB-SLAM 的模块包括跟踪、建图、重定位和闭环检测，但是只

支持单目相机。ORB-SLAM2在ORB-SLAM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支持双目相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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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D相机。ORB-SLAM2可以计算相机的位姿和轨迹，并对地图进行 3D重构。整

个系统分为 3 个线程：跟踪（Tracking）、局部建图（Local Maping）和回环检测

（Loop Closing）。其结构如图 4.1所示。其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如图 4.2所示。 

 

图 4.1 ORB-SLAM2 结构图 

 

图 4.2 ORB-SLAM2 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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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地图构建 

ORB-SLAM2 系统第一步要初始化，首先选取有足够匹配点的两帧图像，作为

参考帧和当前帧，利用这两帧计算基本矩阵和单应矩阵。其中基本矩阵 F 是由对极

几何理论得到的，基本矩阵计算了点到直线的映射，反映了图像到图像的对应关系。

单应矩阵 H 描述了两个平面之间的映射关系，用来计算场景中的特征点落在同一个

平面上时的旋转矩阵 R 和平移矩阵 t。从定义可以看出，基本矩阵 F 和单应矩阵 H

只差了一个相机内参。 

在接下来的地图构建过程中，ORB-SLAM2 采用了较为宽松的策略来添加地图

点，以达到较高的运行速度。而后续地图点的筛选和优化则用到了闭环检测模块，

这部分将在 4.4章节中讲述。 

4.2 跟踪（Tracking）模块 

ORB-SLAM2 系统的跟踪模块分为两个子模块：全局重定位和局部地图跟踪。

全局重定位发生在系统初始化阶段和局部地图跟踪失败时，会占用较多的计算机资

源，且运行速度较慢。局部地图跟踪利用运动的连续性，将定位限制在了局部，拥

有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稳定性。 

4.2.1 全局重定位 

当系统需要初始化位姿估计或局部地图跟踪失败时，需要进行全局重定位。基

本流程为：提取当前帧的 ORB 特征，计算当前帧的 BOW 向量，然后通过搜索图像

数据库中所有关键帧，来寻找适用于重定位的拥有足够多匹配点的关键帧。在这里，

图像数据库使用了 BOW（Bag-of-words model，词袋模型）。 

BOW 模型是信息检索领域较为常用的文档表示方法，被广泛应用在文件分类

中。词（word）出现的频率可以用来当作训练分类器的特征。在信息检索时，

BOW模型忽略一个文档的词的顺序等要素，仅把文档看作是词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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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局部地图跟踪 

当已经计算出了上一帧的位姿后，就不再需要使用全局定位了，这时候，使用

局部地图跟踪能够更精确更快速地计算当前帧的位姿，尤其是在地图较大时。 

局部地图跟踪的原理：将和当前帧 K 有相同点的关键帧序列设为 K1，将与 K1

在 Covisibility Graph邻近的关键帧序列 K2(拥有足够多的相同点的关键帧)。根据 K1

和 K2来匹配当前帧的地图点，最终解算出相机的位姿并优化，流程如图 4.3。 

 

图 4.3 局部地图跟踪 

4.3 局部建图 

局部建图分为关键帧插入、地图点云筛选、新地图点云创建、局部约束调整和

局部关键帧筛选，见图 4.1。 

 关键帧插入：检测是否有关键帧在序列中，如果有，计算新关键帧的词袋描述

子，并插入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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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点云筛选：当地图点出现在足够多的关键帧中时，认为该地图点是稳定点，

否则剔除该地图点。 

 新地图点云创建：根据三角化 ORB 特征向量，计算新点云在地图中的位置，并

更新地图。 

 局部约束调整（Bundle Adjustment）：使用 Bundle Adjustment[14]优化当前关键

帧的位姿。 

 局部关键帧筛选：为了精简关键帧的数量，如果当前关键帧能够被其他三个关

键帧看到，且有 90%点云相同，则删除这个关键帧。 

5 linux 下版本库的比较与配置 

之所以使用 linux系统，是因为 linux系统相较于 windows 系统在开发上有较大

的优势，具体体现在: 

 linux 的依赖库配置过程虽然较为繁琐，但是由于其模块的独立化，每个模块可

以单独配置，模块的修改也比较方便。 

 基于 linux系统的项目较多，在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难以解决时可以方便地在论

坛上求助。 

5.1 OpenCV配置 

本 文 使 用 的 是 OpenCV 3.2.0 版 本 ， 具 体 安 装 教 程 按 照 官 方教程

http://docs.opencv.org/3.2.0/ 安装并配置即可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OpenCV在 3.0版本的标准库中没有 3D feature相关的库，而使

用 SURF 特征需要用到该库，因此需要下载并配置 OpenCV_contrib，否则无法使用

SURF 算法。OpenCV_contrib 的具体配置见 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_contr ib。 

http://docs.opencv.org/3.2.0/
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_cont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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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ibrealsense 配置 

为了能够使用 RealSense R200获取深度图和 RGB图像，需要安装专门的库或驱

动。 

在 windows 环境下，Intel 开发了适用于 RealSense 相机的驱动和 SDK，适合在

SDK 基础上开发一些简单应用。然而，SDK 过于高度集成封装，无法修改源代码，

无法获取处理过程中的数据，因此，不适合用于实际开发。 

相较于 RealSense 的驱动和 SDK 模式，开源库 librealsense 提供了源代码，同时

使用了 uvc（USB video class，USB 视频类别），无需安装任何驱动，实现了

RealSense R200摄像头的即插即用。 

比较使用 RealSense 的驱动和 SDK 捕获的图像和使用 librealsense 获得的图像，

如图 5.1 和图 5.2，可以看出，两种方式获得的彩色图和深度图信息效果相同，考虑

到RealSense的驱动和SDK只能在windows平台下使用，因此选用开源库 librealsense

作为 RealSense图像的获取和处理模块。 

 

图 5.1 RealSense 的驱动和 SDK获得的彩色图（左）与深度图（右） 



28 

 

 

图 5.2 librealsense 获得的彩色图（左）与深度图（右） 

开源库 librealsense 的安装见 https://github.com/IntelRealSense/librealsense/blob /m

aster/doc/installation.md。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重新开机后会出现 uvc video模块没有

载入的情况，需要运行命令 sudo modprobe uvcvideo重新载入。 

5.3 ORB-SLAM2 的修改与安装 

ORB-SLAM2 开源库在第 4 章中已经介绍，需要注意的是，ORB-SLAM2 的每

次运行都从地图构建开始，也就是说， ORB-SLAM2   无法保存和重新载入地图，

因此，ORB-SLAM2在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无法应用于离线 3D地图的构建和导航。因

此，我们对 ORB-SLAM2 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3D ORB 稀疏地图重建和重新载入重

建好的 3D地图模块，实现了离线导航。 

同时，由于 ORB-SLAM2使用了 Vocabulary.txt（使用了大量通用场景图像提取

ORB 特征，经过分层聚类得到）来划分特征空间和计算 Bag-of-Words Vector。而

Vocabulary.txt 的大小约为 138M，载入非常费时，导致调试和使用需要浪费大量时

间。将 txt 格式的文件转换为 bin格式的二进制文件，可以大大减小 vocabulary 文件

的大小（42.3M），加快程序初始化速度。 

ORB-SLAM2库中还有一些 bug，如在 Thirdparty文件夹中的自带的 g2o 库源代

码与 eigen库有冲突，需要更改。所有源文件没有加入<unistd.h>，导致编译出错。 

https://github.com/IntelRealSense/librealsense/blob/master/doc/installation.md
https://github.com/IntelRealSense/librealsense/blob/master/doc/installation.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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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按照 https://github.com/raulmur/ORB_SLAM2 上配置编译

ORB-SLAM2即可。 

6 数据及结果 

本系统分为用于地图构建的重建模式和用于导航的重加载模式，两个模式先后

工作即可完成室内建图与导航。 

6.1 三维地图构建 

在展示数据结果前，首先根据相机的前后移动和记录到的轨迹得到相机物理形

状和坐标系的匹配，如图 6.1： 

 

图 6.1 RealSense R200 实物与坐标系建立 

由于世界坐标系选择比较随意，可以令相机初始化坐标系为世界坐标系。 

在室内和走廊采集地图数据，并观察其俯视图，如图 6.2： 

https://github.com/raulmur/ORB_SL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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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3D 重建地图俯视图 

从图 6.1中可以看出，室内和走廊的基本轮廓已经能被描绘出来，其中，绿色

点表示相机的初始位置，也就是世界坐标系的坐标原点。 

在图 6.3中，从侧视图方向观察点云地图，可以发现门、瓷砖和窗户的轮廓能

够很清晰地被记录下来。由于使用的是稀疏 ORB特征记录的地图，因此整个地图

的可视性还不是非常的强，用于导航可能稍显不足。 

 

图 6.3 重建地图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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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二维导航地图 

相机的轨迹能够在三维视图中观察到，但由于三维视图包含过多无用信息，且

稀疏的 ORB特征点云难以被人眼识别接受，不利于导航，如图 6.4。 

 

图 6.4 地图三维视图俯视图（包含轨迹） 

为了将本系统切实用于室内导航，首先需要测量室内环境实际尺寸，并根据采

集的数据绘制室内二维地图，如图6.5。根据绘制的室内二维地图测量相机相对于该

坐标系下的位置和方向，通过相机的初始位置和姿态初始化相机的世界坐标系位姿。

图中不仅定位了相机的位置，同时也给出了方向信息，足够用于室内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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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深度图（左上）、RGB 图（左 2）、室内二维导航图（右） 

 

6.3 精度测试与速度测试 

为了检测本系统静止时的位置波动（零漂），使相机静止一段时间，读取相机

三个坐标轴的位置数据，并作图，如图 6.6、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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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x 方向波动 

 

图 6.7 y 方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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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z 方向波动 

根据三轴方向静止时的波动分别作出三个轴各自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6.1。

从平均值看，x方向和 y方向的平均误差分别在 100微米和 10微米量级，z轴平均

误差较大，但也仅有 1毫米的偏差。三个轴的标准差都小于 2毫米，可见本系统静

止时的定位精度能达到毫米量级。 

表 6.1 三个轴方向上的零漂 

                   参数 

坐标轴 

 

平均值/m 

 

标准差/m 

X 0.000855 0.0017 

Y -0.000069492 0.0015 

Z -0.001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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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检验平移上的尺度准确性。由于关键帧相比轨迹更加稳定，使用关键帧

记录位置信息，沿着 x方向通过 20cm的距离，并记录关键帧的位置，并绘出关键

帧位置，如图 6.9。排除移动中抖动的影响，x方向上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了。而 y

轴方向没有大幅度移动，只有 5mm的波动。与 GPS 的米级误差相比，毫米级的误

差显得非常小，完全可以满足室内高精度定位的要求。 

 

图 6.9 x轴位置精度测试 

再检验旋转上的准确性。将相机绕着 y轴（坐标轴定义见图 6.1）旋转 270

度。在图 6.10中，用向量(1,0,0)右乘旋转矩阵，获得旋转过程中所有的方向向量，

并绘制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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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旋转精度测试 

对离散点进行精度测试，在 x-z坐标平面中，按每次 0.1m的距离移动相机，生

成离散点图，如图 6.11。从图中可以看出，基准点和实测点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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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离散点精度测试（红圈：基准点；蓝点：实测点） 

分析散点图中基准点和实测点的距离，作为误差，如图 6.12。可以看出，定位

的平均误差仅为 6.103mm，相较于 GPS 的米级定位精度，缩小了将近 3个数量级，

完全可以适用于室内高精度定位。 

 

图 6.12 基准点和实测点距离 

在系统实时性方面，测试了地图重建模式和地图重加载模式下的运行速度。在

图 6.13 中，左边为地图重建模式帧率，右图为地图重加载模式帧率，两个模式帧率

都在 13至 14帧左右，实时性较佳，能实现实时定位的目标。 



38 

 

 

图 6.13 系统两个模式下的帧率 

7 结论与展望 

7.1 毕业设计总结 

在许多陌生的大型室内公共场合，想要迅速确定自身位置并成功导航至目的

地是非常困难的。室内由于空间较小，有遮挡，难以使用 GPS 进行高精度定位及导

航。而 WIFI 定位等无线定位技术也存在定位精度低，难以提供方向信息等缺点。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现有定位技术的优缺点，使用视觉定位技术实现室内的定位以及

导航。所做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个方面。 

（1）本系统使用了 RealSense R200 RGB-D相机作为图像传感器，实时获取当

前环境的 RGB 图像和与 RGB 图像配准的深度图。为了正确解算出相机的位置和姿

态，获得相机图像在 640×480像素时的内参和畸变系数。 

（2）探究了 ORB特征和 SURF 特征的原理，通过比较两种特征算法的特征点

检出率和检出速度，确定了 ORB特征用于实时视频处理中有着较高的稳定性和较高

的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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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环境 3D 地图。使用 RGB-D 相机充分扫描环境四周，构建环境的

ORB 3D 稀疏点云图。保存关键帧和关键点，再次处理剔除坏帧和坏点，保存地图

用于室内定位。 

（4）构建室内 2D 地图。测量室内环境真实尺寸，并按照比例绘制到图中。测

量相机处于地图中的位置和朝向，用于初始化相机在二维地图中的位置和方向。 

（5）根据重建的 3D点云图和 2D导航图，使用 RGB-D相机进行位置和方向的

估计，经过坐标系转换，实时显示在 2D 导航图中。最后分析了定位精度和定位实

时性。从零漂、关键帧位置和散点阵列三个方面分析了定位精度，测试精度能达到

mm量级，旋转的精度也非常高。无论是地图重建还是定位模式，帧率总在 13至 14

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实时定位和导航的需求。 

7.2 工作展望 

本系统基于二维图像的 ORB 特征实现实时定位和导航，ORB 特征虽然具有很

快的检出速度，但由于 ORB特征检测的是图像中亮度变化剧烈的角点，对光线变化

的适应性不强。系统后续改进需要将 ORB 特征换成 3D 特征，并兼顾系统的实时性，

提高对光线变化的鲁棒性。 

本系统在进行定位和导航时需要重加载地图，将整个地图全部载入，耗时较长，

若结合 GPS 定位系统进行粗略定位，缩小初始位置的可能范围，可以选择性地载入

部分地图用于初始位置的定位，后续地图在定位和导航的过程中根据当前位置按需

要载入。从而减少系统初始化时间，并大大较少内存的占用。 

从实用性角度来看，本系统已经能够用于正常人在室内的导航，但对于视觉有

障碍的盲人来说，需要加入路径规划、避障模块和语音模块来共同完成导航过程。 

在 GPS 信号覆盖不到的室内，高精度的定位及导航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建立

能提供人们稳定用于陌生的室内环境的定位和导航系统，仍完成需要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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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文部分代码：https://github.com/anheidelonghu/pose_estimation， 

OpenCV 及 其 3D 库 配 置 ： http://docs.opencv.org/master/d7/d9f/tutorial_linux_install.html ，

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_contrib， 

librealsense 配置：https://github.com/IntelRealSense/librealsense/blob/master/doc/installation.md， 

ORB-SLAM2: https://github.com/raulmur/ORB_SLAM2，

https://github.com/anheidelonghu/pose_estimation
http://docs.opencv.org/master/d7/d9f/tutorial_linux_install.html%EF%BC%8C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_contrib
http://docs.opencv.org/master/d7/d9f/tutorial_linux_install.html%EF%BC%8C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_contrib
https://github.com/IntelRealSense/librealsense/blob/master/doc/installation.md
https://github.com/raulmur/ORB_SLAM2




 

 

 

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室内视觉定位及导航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文献阅读 

研究时间：2016-11-25 至  2016-12-22 

工作内容：查阅国内外关于室内定位技术的文献，了解室内定位及导航所采用的各

种技术，选取质量及结果较好的方法。 

阶段名称：论文精读 

研究时间：2016-12-23 至  2017-01-19 

工作内容：精度过内外相关文献，由于室内定位技术在国内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

需要阅读高质量的国外实验室发表的论文并对论文进行翻译和整理。 

阶段名称：模块实验 

研究时间：2017-02-24 至  2017-03-23 

工作内容：对室内点云重建、特征匹配、室内导航等模块单独进行实验，选出最好

的方法，为最后的联调做准备。 

阶段名称：系统搭建 

研究时间：2017-03-24 至  2017-04-20 

工作内容：选用效果最佳的方法完成整个系统的搭建，使系统拥有最佳的鲁棒性。

测试系统整体功能是否达标，并对系统进行优化。 

阶段名称：论文撰写 

研究时间：2017-04-21 至  2017-05-18 

工作内容：根据设计思路撰写毕业论文。 

 

课题简介：盲人在室内活动不仅需要知道怎么避开障碍行动，也要获取当前的

精确位置信息来准确规划接下来的行动路径。而室内定位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

wifi 和蓝牙定位技术精度低，因此需要开发室内视觉定位技术来准确获取位置信息，

给盲人准确的导航。具体研究内容：视觉定位部分：1.室内模型重建：在定位进行
前需要对室内模型进行重建，模型重建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要使用 Kinect 或

Realsense 这类 RGB-D 传感器对室内信息进行完整的采集，确保采集数据能够完成



 

 

重建室内模型。接下来使用 PCL(point cloud library)对室内模型进行重建。2.运
动中的定位：盲人在运动中通过 Realsense 实时采集图像信息，在这里将盲人的空

间位置和方向作为变量，并通过室内模型重建的地图重新生成图像。根据生成的图

像和采集到的图像的参数差距化的似然函数来预测盲人当前的空间位置以及方向信

息。3.在定位中可能需要用到 SIFT(尺寸不变特征变换)获取室内模型的一些特征，
利用这些特征迅速匹配图像，提高识别速度，并利用 RANSAC剔除坏的结果。使用这

种方法可能会导致错误匹配，得到错误的位置信息，这种情况不能通过普通滤波剔

除，而要用增加特征的方式重新匹配图像或使用粒子滤波。视觉导航部分：1.运动

估计：由于视觉定位是通过似然函数来预测当前的位置和方向信息，结果可能会有
偏差。通过将 Realsense 采集到的一帧与下一帧的特征点用最近点扫描匹配算法

（GICP）进行匹配，获得两帧图像的偏移，计算出运动模型，进行运动估计。2.精

确导航：对视觉定位和运动估计的结果进行滤波，获得精确位置信息和运动信息，

根据图像特征点匹配快速搜索目的地，根据已经建立好的室内模型进行导航。 

起讫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日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设 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语： 

本课题旨在利用 RGB-D 传感器和 SLAM 技术实现室内环境的建

图和导航，帮助盲人在无 GPS 信号的建筑内行走并到达目的地。课

题在进行了调研后，选取了 ORB SLAM 技术，搭建了软硬件系统，
并进行了实验，初步实现了小范围内的建图和模拟导航，为开展下

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胡鑫欣同学的题目是室内建图和导航，答辩报告中，在比较了

SURF特征和 ORB特征的稳定性和运行速度之后，选择了 ORB特征作

为视觉定位的特征，并使用开源库 librealsense、 OpenCV和 ORB-

SLAM2 作为代码总框架，实现三维地图的重建和地图实时重定位以

及导航，最后从平移和旋转两个方面测试和验证了该系统视觉定位

的精度。论文工作量比较饱满，结题答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答辩过程表述流畅，回答问题正确。  

 

总评成绩： 

文献综述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9.0 8.0 9.0 62.0 88.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室内视觉定位及导航 

学生姓名 胡鑫欣 学 号 3130103503 年级 2013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比较了 SURF 特征和 ORB 特征的稳定性和运行速度，选择了 ORB 特征作为视觉定位的

特征，并使用开源库 librealsense、OpenCV 和 ORB-SLAM2 作为代码总框架，实现三维地

图的重建和地图实时重定位以及导航，最后从平移和旋转两个方面测试和验证了该系统

视觉定位的精度。论文工作量比较饱满，撰写条例比较清晰。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室内视觉定位及导航 

学生姓名 胡鑫欣 学 号 3130103503 年级 2013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对视觉室内定位和导航建立了相关模型， 完成了相关算法和实验。从事了较多的软

件和硬件的试验工作。该学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践能力。达到了毕业论文的要求。  论文

的写作有读书报告的意味，格式有待规范。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胡鑫欣 学号                3130103503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毕业设计题目 室内视觉定位及导航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7-06-08 13:00 答辩地点 工程中心会议室 

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录与评价） 

室内视觉定位及导航——胡鑫欣 3130103503 1.可以定义动态精度，即在移动过程中的精

度。提出了平均精度的概念。 答:移动过程中的精度难以测量，实际上只需要知道到达

某点时的输出值和真实值的偏差即可。 2.使用的定位原理是否为标记？特征点是否人为
规定的？ 答:不使用标记，使用 ORB特征采集环境特征点。系统自动采集特征点，当物体

表面特征丰富时采集到的特征点更多。 3.是否可以识别某物体，比如眼前物体是否是

门。 答：不能，特征点不包含具体的实际含义。 4.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定位是否会失

效? 答：当相机视场内的特征点发生大范围改变时，拍摄到的 RGB-D图像与构建好的地图
差别较大，因此定位会失败。 5.有没有可能在行走过程中突然没有特征点? 答：当没有

与地图相符特征点时，还可以暂时根据计算前后帧间的位移进行定位，但快速运动情况

下前后帧可能无法匹配，造成帧间位移计算失败，因此无法长时间脱离地图进行导航。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7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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