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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世界约有 2.53 亿视障人士，其中全盲为

3600 万。对于视障人士而言，感知和躲避一定距离处的障碍物是十分困难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类群体的出行和社交，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诸多不便。

而现阶段，视障人士出行还主要依靠一些传统的手段，比如人员辅助，盲杖和导

盲犬，但是这些辅助手段并不能满足视障人士的要求。伴随着近几年来机器视觉、

人工智能和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飞速发展，视障人士也迫切希望有一款高效，

廉价，易于佩戴和使用的辅助设备来帮助他们感知世界，实现正常出行。 

基于以上应用背景，本文将低功耗可穿戴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引入到盲人辅助

领域，首先设计实现了具有单目标探测能力的毫米波雷达系统。详细介绍了毫米

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构造，调频连续波雷达的基本原理，雷达信号处理电路以及雷

达信号处理算法等内容。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了基于三角波调制的调频连续波

毫米波雷达系统，同时获得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并且提出了基于参数映射拟

声化方式的声音传递方案。实验结果表明，该毫米波雷达系统具有较高的距离测

量精度，能够辅助视障人士感知存在的障碍物，而且该声音传递方案相比于普通

的语义提示方式具有信息传递量大的优点。 

其次，设计实现了具有多目标探测能力的毫米波雷达系统，详细介绍了多收

多发毫米波雷达以及其测角的基本原理，同时介绍了多目标检测的基本算法。在

详细调研各种多目标毫米波雷达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选择了 TI 公司的硬件系统

解决方案。并针对该多目标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该毫米波雷达系统具有较高的距离测量精度，并且该雷达系统能够同时探测多个

目标，每个目标的测量精度都很高，而且测量结果保持稳定。 

盲人辅助领域常用的 RGB-D 传感器能够直接获取周围环境的深度图和彩色

图，但是其容易受到距离光照等因素的影响，测量结果不稳定。毫米波雷达的感

知距离远，很少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但是其角度分辨率相比于 RGB-D 传感器

较低。可以将毫米波雷达系统与 RGB-D 传感器融合，充分发挥这两个传感器的

优点，弥补各自的不足。 

在传感器融合过程中，首先考虑将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与 RGB-D 传感器

的深度图进行融合，来辅助盲人实现障碍物探测和躲避。基于调频连续波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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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物体的距离，速度和角度信息。同时，通过基于

MeanShift 的图像处理算法，提取深度图中的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在完成雷达和

深度图坐标系的标定的基础上，将两个传感器的探测结果统一到相同的坐标系下。

搭建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联合概率数据关联过滤器算法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通

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获得更为准确的障碍物状态估计。通过非语义立体声音交

互的方式将数据融合后的有效信息通过骨传导耳机传递给视障人士。实验结果表

明，该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大幅扩展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丰富感知信息，并且

在外界环境光照变化时，通过传感器融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测量结果保持稳定，增

强了系统的鲁棒性，而且非语义的立体声交互系统能够将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信息

快速的传递给设备使用者，帮助其感知存在的障碍物。 

在完成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深度图融合的基础上，将 RGB-D 传感

器的彩色图检测结果也利用起来，实现障碍物的探测，识别和融合。使用深度学

习的方式，利用 SSD 网络和基于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来完成彩色图上的障

碍物的识别工作。在完成传感器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检测

结果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下，并利用粒子滤波的方法将来自毫米波雷达，深度图

以及彩色图的有效信息给融合起来。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图像类传感器感知距离有限，对光线和环境条件比较敏感

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高的缺点。传感器融

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大大扩展，并且探测结果的鲁棒性提高，同时能够使

整个系统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信息。 

最后，对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针对本课题的研究进展和仍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未来的工作方向。 

 

关键词：盲人辅助，毫米波雷达，低功耗，深度相机，传感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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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53 million people are 

estimated to be visually impaired worldwide, and 36 million are blin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VIP) to perceive and avoid obstacles at a distance, which 

greatly limits their travel and socialization and makes them face so many 

inconveniences in their daily lives. Up till the present moment, the VIP also rely on 

some traditional means, such as, the people assistance, white cane and guide dog. 

However, these assistance methods coul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VIP. 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machine vi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mart 

wearable dev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VIP are also eager to have an efficient, inexpensive 

and easy-to-wear instrument to help them perceive the world and achieve normal travel. 

Based on the abov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the low power and wearable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with single target detection capability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FMCW) radar, the signal processing circuit and the radar 

signal processing algorithm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in this paper. Then, the FMCW 

radar system based on the triangular modulation is achieved and the range and velocity 

information are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Meanwhile, the sonification interface based 

on the parameter mapping sonification is propose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is 

radar system has the the qualified detection accuracy in view of low deviation, which 

is able to help the VIP perceive the obstacles. And the parameter mapping sonification 

is able to convey more information than the ordinary semantic speech. 

Secondly,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with multiple target detection 

capability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 

radar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obstacle angle measurement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algrithoms on the multiple target detection are also proposed. The hardware 

system of Texas Instruments (TI) company is selected based on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the various multi-target millimeter wave radar solutions. And the related verification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is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has high range measurement accuracy. It is able to detect several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every object is very high and the detection results keep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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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GB-Depth sensor,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domain of VIP assisted, 

could acquire the color images and depth images of the surroundings. However, the 

detection results are instability which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 varying distance and 

illumination. In contrast, the detection range of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is farer, and 

the detection results are rarely influenced by the varying illumination and severe 

weather. But the radar has its own drawbacks, such as, the lower directional resolution 

compared with the camera. There are various advantages of fusing RGB-D sensor and 

radar sensor, which complements the drawbacks of each sensor and maximizes the 

capability of object detection and location in varying environments.  

In the sensor fusion, the detection results from the multiple targets millimeter wave 

radar and the depth images from the RGB-D sensor is considered firstly. The range, 

velocity, and angle information of objects are measured by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MCW. The MeanShift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the depth 

images to fulfill feature extraction, then the depth and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the 

obstacles are obtained. The calibration between the radar and RGB-D sensor coordinate 

is accomplished. The multiple sensor fus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Kalman filter and 

joint 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JPDA)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e nonsemantic 

stereophonic interface is carried out to transfer the detection information to the VIP by 

the Bluetooth bone conduction headphone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e obstacles 

effective detection range is expanded compared to the detection with only RGB-D 

sensor. With the help of the data fusion, we have achieved more accurate state 

estimation and rich information. Moreover,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re stable under 

diverse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The nonsemantic stereophonic interface is able to 

convey the data fusion results to the VIP and help them perceive and avoid obstacles at 

a distance.  

Accomplishing the data fusion based on the radar and the depth images, the color 

images a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SSD) 

network and the instance segmentation based on the Mask RCNN are utilized to detect 

and recognize the objects from color images. Then the unified framework of multiple 

target detection, recognition and fusion is proposed. The effective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the radar, color images and depth images are fused by the means of Particle Filter 

after the calibrating between different coordinates. After that, we have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scene including the objects’ class, position and velocit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e drawbacks of the single image sensor, which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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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ed perception range and the sensitiveness to the different illuminations, are 

compensated to a certain through the data fusion. And the not high enough directional 

resolution of the radar system is compensated at the same time. Meanwhile, the more 

accurate state estimation, the richer information and more robust perform under diverse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are obtained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sensor.  

At las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tents and propose the future work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conventional problems.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ssisted, millimeter wave radar, low power, 

RGB-Depth sensor, sensor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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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本章将会就课题开展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盲人辅助技术的发展和现状，

毫米波雷达技术的发展和现状，主要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结构安排等内容依次做出

详细阐述。 

1.1 课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视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据统计，人类感知外部世界信

息中大约有 80%是从视觉系统获取的。由于视障人士视觉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

受限，他们在日常生活、出行、工作等方面存在很大障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统计数据[1]，全世界

约有 2.53 亿视障人士，其中全盲为 3600 万,预计 2020 年失明人数将为 3850 万，

2050 年将高达 1.15 亿[2]。按照以往的数据分析，中国的失明人数约占 20%，每

年新增 45 万失明人士[2]。从数字上来看，视障人士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但是

在生活中却很少能够见到他们，这是因为相对于听力残障和肢体残障，视觉受损

更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类群体的出行和社交，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不便。

例如，图 1.1 所示的，在盲道附近，经常有障碍物存在，这给盲人的正常出行带

来很多不便。另外，视觉受损也使得他们在社交、学习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比如，他们只能从专门的纸质书或者具有读屏软件的设备中获取相关知识。 

 

图 1.1 盲人在出行社交学习等方面存在困难 

而现阶段，盲人日常出行还主要依靠一些传统的手段，比如人员辅助，盲杖

和导盲犬。依靠明眼人随时陪护的方法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家庭或者社会付出极

大的代价，而且还将限制视障人士行动的自主性。盲杖是视障人士最常用的导盲

工具，具有价格便宜，携带方便等优点。但是，它仅能探测到地面附近小范围内

(不超过 1.5 米)的障碍物，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并且容易造成漏检。此外，使

用盲杖也会给视障人士贴上“盲人”的标签，对使用者的自尊心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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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犬种经过专业的训练可以成为导盲犬，用来辅助视障人士的日常出行。但是，

导盲犬的训练成本较高，训练的时间也比较长，在训练的时候需要视障人士的参

与，而且导盲犬的寿命也有限，乘坐公共交通或者出入公共服务场所也会面临一

些问题，所以难以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 

广大视障人士迫切需要一种高效、廉价、易于佩戴和使用的辅助设备。近几

年来，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硬件和以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为代表的软件

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视障人士也迫切希望有一款辅助他们出行，帮助他们感

知世界的智能设备。从残疾人事业的高度来说，如果类似的盲人辅助设备能够实

现并推广开来，对提升视障人士的生活质量和自信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应用背景，本文以小型低功耗可穿戴毫米波雷达系统和 RGB-D 深

度相机为硬件基础，设计实现了用于盲人辅助的智能设备，致力于为视障人士的

正常出行提供解决方案。本文设计实现了具有单目标探测能力的毫米波雷达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具有多目标探测能力的毫米波雷达系统。使用 RGB-D 传

感器生成的深度图获取近处障碍物的深度信息并进而获得障碍物的三维空间坐

标，在完成雷达和深度图坐标系的标定的基础上，将两个传感器的探测结果统一

到相同的坐标系下。搭建基于卡尔曼滤波器(Kalman Filter)和联合概率数据关联

过滤器(JPDAF, Joint 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Filter)算法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

通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获得更为准确的障碍物状态估计。 

在此基础上，使用 RGB-D 传感器产生的彩色图，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获取

到场景中的障碍物的类别数量信息。在完成传感器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将来自

多个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下，并利用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

的方法将来自毫米波雷达，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有效信息给融合起来。最后充分

利用非语义立体声交互的方式，将检测和融合的结果传递给视障人士，使其能够

感知周围的环境，躲避周围环境中存在的障碍物。 

1.2 盲人辅助技术的发展和现状 

伴随着近几年来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飞速发展，盲

人辅助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关注，智能设备不断涌现。本小节着重介

绍国内外文献公开报道过的一些盲人辅助技术。 

2003 年，Ando 提出了激光手杖系统[3][4]，该系统利用激光的三角测距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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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离视障人士最近的障碍物，具体方案如图 1.2 所示。但是有效的探测距离仅

为 4 米左右。激光测距的优点是测距精度较高，但是该套激光测距系统价格比较

高，并且输出的有效信息有限，只能获得障碍物的距离信息，对于障碍物的速度

类别等信息则无法感知。 

 

图 1.2 激光盲杖原理示意图[3] 

2007 年，韩国的研究人员 Shin 和 Lim 提出了一套针对视障人士的可穿戴系

统[5]，其设备组成如图 1.3 所示。该系统使用超声传感器，能够利用 TOF(Time-

of-Flight)的基本原理获得障碍物的距离信息，它使用一个成半球排列的超声波阵

列，能够粗略的感知障碍物的方位。该系统通过声音和震动的方式将感知到的障

碍物的信息传递给使用者，超声波传感系统具有价格低等优点，但是超声波传感

器的测距距离有限，一般为 5 米以内。此外，超声波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低，可

拓展性比较单一，不能够较好的解决近处复杂场景的障碍物探测和远处障碍物的

探测的问题。 

 

图 1.3 基于超声波的避障设备示意图[5] 

2011 年，Zöllner 等人提出了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移动导航设备的概念[6]，该

设备利用微软公司的 Kinect 深度相机感知周围环境，帮助盲人实现在建筑物内

导航。如图 1.4 所示，该套设备充分利用了低成本硬件，使用 Kinect 感知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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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并将检测结果传给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控制微电机震动，将检测结果通

过震动的方式传递给设备使用者。该套设备具有成本低的优点，但是其体积比较

大，穿戴不方便，而且探测距离有限，无法在室外使用。 

 

图 1.4 基于 Kinect 的盲人视觉辅助移动导航设备[6] 

(a)带塑料外壳的震动电机 (b)电池 (c)带有 Kinect 的头盔 (d)震动腰带 (e)完整的设备 

2011 年，西班牙的 Rodríguez 等人提出了帮助视障人士的障碍物检测系统[7]。

该系统根据用户携带的立体相机生成视差图，然后生成深度图。该系统基于深度

图检测室内和室外场景中潜在障碍物，使用 RANSAC 算法检测出地平面，并提

出了极坐标网格法来表示场景中存在的障碍物。同时，该文章完成了声音反馈的

方法，当视障人士在靠近障碍物时发出预警，并使用骨传导耳机来播放这些声音。

骨传导耳机的优势在于听取障碍物提示声音的同时不占用耳朵对其他声音的响

应。有四名视障人士参与了实验环节，实验结果表明，该辅助系统能够有效检测

存在的障碍物，并且采取的声音反馈方式能够有效的将检测结果传递给设备使用

者，具有易于穿戴等优点。 

2012 年，Hicks 等人针对部分视障人士依然保存有感光能力的情况专门设计

了一套辅助系统[8]。如图 1.5(a)所示，该系统由一个深度相机，头戴式 LED 显示

器和移动处理器组成。深度相机负责采集视场中物体的深度图，移动处理器负责

处理深度图并将深度图映射到 LED 显示屏幕上，使其能够感知障碍物的位置和

轮廓。如图 1.5(b)所示，有一个人和一堵墙在视障人士前面，移动处理器能够将

该信息提取出来，并将最后的结果映射到 LED 屏幕上，如图 1.5(c)所示。但是

该系统只对于保留有感光能力的视障人士有效，而一些完全失明的人士则无法使

用，同时该系统只能在室内使用，对于室外环境并没有进行验证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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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针对有感光能力的视障人士设计的辅助系统[8] 

(a)便携式盲人辅助系统 (b)视场中出现一个人和一堵墙 (c)相应场景在 LED 中的效果 

2012 年，Takizawa 等人提出了用于盲人的辅助系统[9]，该系统由微软的

Kinect 传感器、键盘控制器、触觉装置和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组成，如图 1.6 所示。

该套系统能够从 Kinect 生成的深度图中识别三维物体，不仅能够知道障碍物的

存在，还能够知道障碍物的类型，比如椅子和台阶。该套系统的外观像一个盲杖，

当想找的物体出现在前方时，该套系统能够通过震动的方式告知设备使用者。实

验结果表明，该套系统能够帮助视障人士找到所需的物体，但是该套系统能够识

别的物体类型较少，只有椅子和台阶之类的物体，而且设备非常的笨重，不利于

穿戴使用。同时，该套系统并不适用于户外的场景中。 

 

图 1.6 基于 Kinect 的盲人视觉辅助系统[9] 

同样的，在 2012 年 Khan 等人针对视障人士提出了一种辅助设备[10]，如图 

1.7 所示，该设备使用微软 Kinect 这一低价的 RGB-D 传感器，在工作中将它固

定到腰间。该套系统负责探测前方视场中的障碍物，其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第

一种是探测和跟踪多个人和移动物体的信息，并将信息反馈给设备使用者，第二

种就是室内的盲人导航。该套系统方便穿戴，相对导盲犬而言价格也比较低，但

是只能在室内使用，探测距离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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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盲人视觉辅助设备[10] 

除了针对障碍物的探测，一些人也对探测结果的有效反馈进行了研究。2012

年，Ribeiro 等人在使用 RGB-D 传感器成功探测到周围的环境的情况下[11]，着重

研究了探测结果如何准确的反馈给视障人士的问题。设备佩戴示意图如图 1.8 右

图所示，整个系统的框架如图 1.8 左图所示。该解决方案利用声音的头相关传递

函数提高了视障人士对于探测结果的感知能力，并基于传感器输出的彩色图实现

了人脸的识别。 

 

图 1.8 系统框架图和设备佩戴示意图[11] 

同年，在 2012 年，Zeng 等人利用具有 3D 功能的 TOF 相机实现了对周围环

境的感知[12]，以此来辅助盲人实现正常行走。如图 1.9 所示，该设备外观如(b)所

示，佩戴示意图如(a)所示。该设备利用 TOF 相机去感知周围存在的障碍物，有

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检查模式，负责在用户休息时获取并呈现最新场景。另一

种是步行模式，负责在行走时自动监控环境中的障碍物。用户可以随时切换这两

种模式，最后对该设备的应用做了详细的实验，此外还进行了盲杖和该设备对障

碍物的感知能力对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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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设备组成结构图和佩戴示意图[12] 

(a)设备佩戴使用方法 (b)设备外观 (c)便携式多线盲文显示器 (d)便携式电脑 

2013 年，Park 和 Howard 提出了一种通过结合实时触觉和多模态互动的远

程控制机器人系统[13]，用来帮助盲人感知周围的环境，如图 1.10 所示。该系统

基于微软公司的 Kinect 深度相机感知周围的 3D 环境，并将障碍物的距离信息映

射到触觉的强度。同时，打破了视障人士没有颜色感知能力的一般结论，将颜色

信息通过震动的方式反馈给视障人士。但是该系统感知距离比较短，也没有进行

室外环境下的测试。 

 

图 1.10 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远程机器人[13] 

2013 年，Tamjidi 等人针对视障人士提出了一种便携式导航设备，并提出了

6 个自由度的位姿估计方法[14]。作者将便携式设备做成拐杖形状，如图 1.11 所

示，在拐杖上面安装了 3D 相机，设备使用者身上还有一台便携式电脑负责处理

相机采集到的数据。该导航设备利用 3D 相机去估计位姿和进行障碍物探测，作

者在获得观察位置空间的 SIFT 特征点的基础上，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的方法估

计相机的位置。文章使用的位置估计方法能够用来辅助视障人士实现室内导航，

躲避存在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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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智能拐杖示意图[14] 

2014 年，Aladren 等人基于 RGB-D 传感器研发了一套针对视障人士的可穿

戴导航辅助系统[15]，如下图 1.12 所示。该系统适用于所有的视障人士，包括保

留有部分感光能力，具有部分视力和完全失明的视障人士。该套系统利用深度相

机的深度图来感知近处(3 米以内)的障碍物，利用深度相机的彩色图来感知 3 米

以外的障碍物。利用立体声交互的方式将感知到的障碍物的信息告知设备使用者。

经过实验验证，该套设备在室内环境下运行良好。但是该系统并没有考虑到在室

外环境中，深度相机的深度图经常受到外部光线影响的情况，同时该套系统的感

知距离也有限。 

 

图 1.12 基于 RGB-D 传感器的盲人导航辅助系统[15] 

2015 年，浙江大学的程瑞琦使用微软的深度相机 Kinect 来辅助盲人出行[16]，

使用种子生长的算法解决了深度图中障碍物和地面检出的问题，经过室内和室外

的实验测试，效果良好。同一个团队的杨恺伦则使用 Kinect 和自己开发的震动腰

带来辅助视障人士[17]，如图 1.13 所示，(a)为微软公司的 Kinect，(b)为开发的震

动腰带，(c)为设备佩戴示意图。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的法向量估计场景分割

方法，基于这个方法，将整个立体场景分割成几个平面，比如地面，墙和斜坡。

最终将通路的位置通过震动腰带传递给盲人，该设备在室内和室外经过测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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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该设备的作用距离有限，不能对前方高速运动的物体进行预

警，而且设备整体尺寸也偏大。 

 

图 1.13 基于 Kinect 和震动腰带的盲人辅助设备[16] 

(a)微软公司的 Kinect (b)震动腰带 (c)设备佩戴示意图 

2016 年，Perez-Yus 等人针对视障人士上下楼梯的需求，提出了一种使用穿

戴式 RGB-D 相机检测，定位和参数化阶梯的完整方法[18]。整个装置如图 1.14 所

示，RGB-D 传感器固定在胸前，背包里面的便携式计算机负责处理数据。作者

使用深度数据来确定场景中的水平面是否是楼梯的有效阶梯，进而判断它们的尺

寸和相对位置。使用了公共数据集进行楼梯检测的测试并与其他算法的结果进行

了比较，此外还在室内场景中进行了实地测试，结果表明该算法足够稳健，可以

实时工作，甚至可以在楼梯的部分遮挡的情况下检测到楼梯。 

 

图 1.14 基于 RGB-D 传感器的楼梯检测装置示意图[18] 

同样，在 2016 年，Lee 和 Medioni 提出了一种基于 RGB-D 传感器的可穿戴

室内导航系统[19]，如图 1.15 所示，该系统由一个 RGB-D 传感器，惯性导航单元

IMU，智能手机控制器和震动反馈马甲组成。该系统能够在没有先验地图或者

GPS 信号的情况下，引导盲人从一地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系统使用稀疏视觉

特征，密集点云和地平面进行实时 6 自由度运动估计，以减少头戴式 RGB-D 相

机的漂移，实现了准确的实时运动估计和路径规划。该系统还构建了 2D 概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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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格图，用于有效的可穿越性分析。此外，该系统可以存储和重载系统在行进

过程中生成的地图，并不断扩大导航的覆盖范围。该系统在笔记本电脑上实现了

平均 28.6Hz 的实时导航，帮助视障人士扩展了其活动范围。 

 

图 1.15 基于 RGB-D 传感器的室内导航系统结构和穿戴示意图[19] 

2016 年，浙江大学的杨恺伦[20]等人使用 Intel 公司最新推出的具有较高性价

比的 RGB-D 相机 RealSense R200 来辅助盲人出行，使用彩色图引导深度图滤波

和左右红外图大尺度匹配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使用 RGB-D 相机距离

感知能力有限的缺点。使其在室内和室外的环境中均能够感知到前方存在的障碍

物，最后通过盲人实地测试实验验证了该算法的可行性和鲁棒性。同时，该组的

赵向东等人[21]则利用 RGB-D 传感器解决了盲人辅助中的人脸自动检测和识别的

功能，该功能不需要被识别者的配合，能够实现人脸的自动采集、训练和识别。 

2017 年，浙江大学的程瑞琦[22]等人针对视障人士在城市道路行进过程中，

需要实时识别红绿灯的需求，在使用盲人辅助智能眼镜[23]的基础上，设计了红绿

灯的检测方案。使用的盲人辅助智能眼镜和红绿灯检测结果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盲人辅助智能眼镜及红绿灯识别结果示意图[22] 

该方案包括三个过程，分别是候选提取，候选识别和时空分析。同时，作者

建立了行人交通灯的数据集，用于调整参数，训练样本和评估性能。最后该算法

在带有彩色摄像头的便携式 PC 上实现，在各种实际场景下进行了测试，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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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检测的精度和召回率均接近 100％，同时检测速度高达每秒 21 帧。同时，

该作者也利用此套设备进行了斑马线检测的工作[24]，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自适

应提取和一致性分析的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成功解决远距离，低对

比度以及不同光照变化的情况下斑马线的检出，并且通过在数据集上测试，检测

精度达到 84.6%，召回率达到 60.1%。 

盲人辅助领域常用的 RGB-D 传感器存在最小距离盲区的问题，在盲区内的

障碍物一般探测不到，但此时表明障碍物距离视障人士已经很近了，具有很高的

危险性。2017 年，浙江大学的杨恺伦等人针对该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25]，将最

近距离盲区由 650 毫米压缩至 165 毫米，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同时，针对普通

RGB-D 相机无法进行水面检测的问题，杨恺伦等人提出了偏振 RGB-D 相机的概

念[26]。偏振 RGB-D(pRGB-D)相机充分利用了偏振、彩色、深度和高度信息，将

水面和普通的路面信息给区分开来，传感器及其穿戴示意图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pRGB-D 传感器及其穿戴示意图[26] 

2018 年，浙江大学的陈浩等人针对 RGB-D 相机存在最小盲区的问题提出了

另一种解决方案[27]。通过融合两个 RealSense R200 的彩色相机，建立基线更短

的双目系统的方法，将两个彩色相机生成的深度图和 R200 原生的深度图进行融

合，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深度感知能力。实验结果表明，最小距离可感知能力由 650

毫米降低至 100 毫米。 

2018 年，浙江大学的杨恺伦等人针对视障人士辅助中很多具有单个检测功

能的模块一起使用时，消耗较大计算资源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棒状像素语义

分割的框架来辅助视障人士实现正常出行[28]。该框架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通过

对大量样本的学习和训练，能够同时实现可通行区域、人行道、阶梯、水面以及

快速靠近的行人车辆的检测。其框架结构如图 1.18 所示，由输入、编码、解码

和输出四部分组成。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框架能够同时实现多种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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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盲人实现正常出行。 

 

图 1.18 基于棒状像素语义分割的框架结构示意图[28] 

从以上用来辅助盲人实现躲避障碍物及正常出行的方案中可以看出，有的是

基于激光雷达的方案，有的是基于超声波传感器的方案，更多则是利用 RGB-D

传感器这一能够同时获取深度图和彩色图的传感器。激光雷达[29]通过向外发射

调制的激光脉冲，收集后向散射的信号，以此来感知空间中的物体。激光雷达能

够获得高分辨率的地图信息，高精度的距离和速度信息。但是在现阶段，全固态

激光雷达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机械扫描式激光雷达不仅体积较大，不适用于可

穿戴设备领域，而且价格昂贵，难以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超声波传感器[29]能够

提供作用距离范围内的障碍物距离和速度信息，而且具有价格便宜，体积小的优

点。但是，超声波传感器经常受到温度，压力和风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作用距离

也有限，仅为 5 米左右，同样不适合用于环境变化比较复杂的盲人辅助领域。 

RGB-D 传感器根据其深度图的成像原理，基本分为三种[20]，包括光编码方

式(light-coding)、飞行时间方式(TOF)和立体双目匹配方式(stereo cameras)。由于

应用在可穿戴设备领域，光编码方式的 RGB-D 传感器向外投射激光散斑的功率

一般不高，尤其是在光照强烈的室外环境中，激光散斑衰减的更快，这就使得能

够感知的距离范围一般不大。而基于 TOF 原理的 RGB-D 相机对光线比较敏感，

在室外环境中表现欠佳。基于立体双目匹配的 RGB-D 相机在远距离处的深度图

误差很大，而且需要比较丰富的纹理信息才能成功匹配计算出深度图。另一方面，

这些视觉传感器对于运动物体的速度测量比较麻烦，计算精度也有限。与 RGB-

D 传感器相比，毫米波雷达能够同时测量静止或运动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而

且测量的精度很高，测量结果比较稳定，对于不同的光照变化具有很高的鲁棒性。 

由于技术的发展，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体积变得越来越小，功耗也越来越低，

尤其是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的推出，使得它们在可穿戴设备领域逐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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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9 所示，(a)为德国 InnoSenT 公司研发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30]，该收发

机的体积约为一枚一元硬币的大小，工作电压为 5V，工作电流为 50mA。(b)为

瑞士 RFb 公司研发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31]，该收发机尺寸约为一枚五角钱硬币

的大小，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与(a)保持一致。(c)为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研发的单片

毫米波雷达芯片[32]，该芯片集成了雷达收发机、DSP 和 MCU 等相关器件。这些

毫米波雷达的收发机或芯片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价格低等优点，可以应用到可

穿戴设备领域和盲人辅助领域。 

 

图 1.19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a) InnoSenT 雷达收发机 (b)RFb 雷达收发机 (c)TI 雷达芯片 

但是，毫米波雷达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与图像传感器相比毫米波雷达的角度

分辨率一般不高[33]。这两个传感器之间具有较好的互补性，一方面毫米波雷达可

以提供高精度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同时，可以探测到较远距离的障碍物，可以针

对高速运动的物体提前做好预警准备。RGB-D 传感器则可以提供较高的角度分

辨率，在距离较近处可以通过彩色图和深度图的检测，识别更为复杂的场景。通

过这两种传感器的融合也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对于环境变化的鲁棒性。因此，可

以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结合起来使用，辅助盲人实现躲避障碍物和正

常出行。 

以下将简要介绍有关毫米波雷达的基本情况以及毫米波雷达和图像传感器

数据融合的使用情况。 

1.3 毫米波雷达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雷达(Radar)[34]原本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的缩

写，但是随着雷达技术的发展，它逐渐的变成一个专有名词，该词最早出现在

1940 年的美国海军工作文件当中。雷达指的是通过使用反射的电磁波来检测物

体存在的电子设备，早期被广泛的应用到军事领域中，后来才开始逐步应用到民

用领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专业门类。 

雷达根据其工作原理一般分为脉冲雷达和连续波雷达[35]，脉冲雷达系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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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发射一个或一列很窄的电磁脉冲，通过测量发射电磁波到目标然后返回到接

收机的时间来计算目标的速度和距离信息。脉冲雷达一般应用于军事领域，探测

的距离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瞬时功率可达到兆瓦级别。连续波雷达发出的是未经

调制或者调制的连续波，来获取目标的信息，常见于民用领域，作用距离一般为

几百米。针对使用场景，本文采用了连续波雷达。雷达使用的电磁波谱受到国际

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统一分配和管理，其常用的波

段如图 1.20 所示。其中频率为 24GHz 的 K 波段是国际组织留给工业、科学和

医疗界使用的波段之一，这个波段的毫米波雷达组件成熟度比较高，价格也比较

便宜，是民用领域常用的雷达波段之一。但是随着无人机、无人驾驶及工业检测

等领域的需求，测量精度更高、频率更高的 77GHz 波段逐渐成为研发主流。 

 

图 1.20 雷达使用的电磁波段示意图 

本文以辅助视障人士实现躲避障碍物，能够正常出行为目标。针对该需求，

分别研发了基于 24GHz 波段的低功耗可穿戴单目标探测毫米波雷达系统和基于

77GHz 波段的低功耗可穿戴多目标探测毫米波雷达系统。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毫

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即将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

速度信息，与 RGB-D 传感器彩色图上检测到的障碍物的类别信息，深度图上检

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距离信息进行了融合。 

针对本文的使用场景和关注点，在此主要回顾一下毫米波雷达与图像传感器

的融合工作。针对多传感器数据融合使用的不同方法，一般可以将数据融合粗略

的划分为三个层次[36][37]：即在物体检测之前(底层融合)[38][39]，在物体探测的层次

(融合各个传感器探测到的障碍物列表)[40][41]和物体跟踪的层次(在物体被检测到

之后分别跟踪更新每个传感器探测到的不同障碍物的状态)[42][43]。 

在一些关于视觉传感器融合的参考文献中，大部分的工作都着眼于毫米波雷

达与单目相机的融合，下面简要介绍几个文献。比如，日本的 Shigeki 等人提出

了一种毫米波雷达与单目相机融合中的标定方法[44]。该方法不需要估计雷达与

相机的旋转和平移矩阵，也不需要知道相机的内参矩阵。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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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表示和分割的障碍物检测方法，该方法将雷达的探测结果分成不同的簇。如

图 1.21 所示，左图为根据毫米波雷达检测结果划分的结果，右图为根据分成的

不同簇和图像的融合结果。然而，仅仅依靠雷达数据分割的方法容易受到雷达信

号干扰的影响。 

 

图 1.21 物体分割和可视化结果示意图[44] 

王涛等人提出了一个结合毫米波雷达和单目相机探测路上障碍物的系统方

案[38]。他们提出了一个雷达与视觉传感器坐标系之间标定的方法，此外，还使用

了潜在目标检测区域搜索的方法，减少了图像处理的时间。如图 1.22 所示，左

图是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果，右图为毫米波雷达与图像融合的结果。但是他们利

用图像中阴影的自适应阈值算法去检测障碍物的方法不适合用于环境多变的盲

人辅助领域。 

 

图 1.22 毫米波雷达与单目相机的融合结果示意图[38] 

Kim 和 Jeon 提出了一个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多目标跟踪系统来处理来自不同

传感器的数据融合问题[45]。该系统硬件采用一个价格低廉的毫米波雷达模块和

CCD 相机，如图 1.23 所示。该低价毫米波雷达模块角度分辨率有限，CCD 相机

的测量结果可以用来补偿毫米波雷达的缺点。相反，雷达模块提供 CCD 相机无

法轻易测量的径向距离信息。而为了实现多目标的跟踪，文章提出了卡尔曼滤波

器框架下的集成概率数据关联技术。实验结果表明，实施的融合观测系统大大提

高了单个传感器系统的跟踪性能。但是，该系统采用的雷达模块没有角度分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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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得整个系统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图 1.23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多目标跟踪系统示意图[45] 

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献涉及到了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毫米波雷达与双目相机的

融合。在 2002 年，Yajun 等人提出了一种毫米波雷达与双目立体相机的融合方法

[46]。该方法使用雷达或者双目立体相机提供的粗糙深度信息来分割视频图像中

的目标位置，然后根据位置的不同将多个不同的目标进行融合。这种方法比较简

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准确性和鲁棒性，减少了不同传感器之间目标匹配

的问题，解决毫米波雷达与双目立体相机融合的问题，但是对于场景比较复杂的

环境，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不同目标准确的融合比较困难，没有较好的适用性。 

在 2009 年，Shunguang 等人提出了基于 24GHz 毫米波雷达和双目立体相机

的融合方案来防止汽车间发生碰撞[39]。该融合方案可以用来精确的估计一辆具

有安全威胁车辆的位置、尺寸、姿态和运动状态。整个融合方案的算法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毫米波雷达与双目立体视觉融合算法示意图[39] 

该融合方案首先通过双目立体相机的深度图来得到车辆的大致轮廓，进而找

到距离相机的最近点。然后通过雷达数据和相机进行融合，以确认距离传感器最

近点，通过将拟合轮廓平移到融合的最近点获得融合轮廓。最后，通过跟踪融合

轮廓估计威胁车辆的位置，大小，姿势和运动。实验表明，提出的融合算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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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检测、跟踪到待测车辆。但是，在车辆距离较远时，依靠双目立体相机生成

的深度图去估计车辆的轮廓，存在较大的误差。 

2015 年，Obrvan 等人提出了一种利用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和毫米波雷达进行

车辆检测的方法[37]。在使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过程中，检测和跟踪移动物体尤其是车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为了达到该

目的，作者利用两个毫米波雷达和一个双目立体相机构成传感器融合系统。目标

检测和多传感器融合的算法如图 1.25 所示：首先，在双目立体相机生成的深度

图中执行图像检测程序，生成关于车辆的位置信息。然后通过雷达与双目系统的

确认，最终确定检测到的车辆。经过实地实验，验证和分析了所提融合算法。但

是该文章中的雷达数据只是用来验证双目立体相机的检测结果，并没有分析毫米

波雷达与双目相机的融合结果。 

 

图 1.25 目标探测和传感器融合算法流程图[37] 

在 2015 年，为了在充满烟雾、高温度、低可见度的火灾现场完成搜救的任

务，Kim 等人提出了基于调频连续波(FMCW,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原理的毫米波雷达和红外双目立体相机融合的防火机器人[47]，原型机如图 

1.26(a)所示。文章阐述了 FMCW 雷达的基本原理，深度图提取目标的基本原理

和两个传感器融合的具体算法，如图 1.26(b)所示。该融合算法共分为 4 步，通

过最后的实验证明，该融合算法能够有效消除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双目立体相机

形成的鬼像，并且提高了距离测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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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防火机器人原型机及融合算法[47] 

(a)防火机器人原型机 (b)传感器融合算法 

2016 年，英伟达实验室的 Molchanov 等人针对汽车行驶过程中手动操作汽

车前面板比较危险的情况，研发了一种基于短距离毫米波雷达、彩色相机和深度

相机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48]，来自动识别驾驶者的手势以实现人机交互。如图 

1.27 所示，来自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入深度神经网络，最后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

去识别驾驶人员的手势，从而实现人机交互。文章阐述了短距离毫米波雷达系统

的硬件搭建和软件算法工作，描述了毫米波雷达系统与深度传感器之间的标定和

数据融合，及用深度神经网络实现手势识别的具体方法。最后的实验证明，该系

统能够准确识别驾驶人员的不同手势，并且该系统能够适应驾驶舱的光照变化。

然而，该套系统中的毫米波雷达系统的有效距离不足 1 米，不适合用于盲人辅助

领域。 

 

图 1.27 多传感器手势识别系统[48] 

2016 年，为了更好的解决 ADAS 中障碍物的探测与跟踪的问题，Ćesić 等人

提出了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解决方案 [36]。该系统由两个大陆短距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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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 209)和一个立体相机(Grey Bumblebee XB3)组成，如图 1.28 所示，该

系统被安装在车顶上。针对多传感器融合的算法，文章完成了在李代群数的极坐

标中进行了传感器不确定度的建模工作，并且实现了在李代群数上进行物体状态

的滤波。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在李代群数上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的数据融合工作。此外，文章使用了联合集成概率数据关联滤波器(JIPDAF, 

Joint Integrated 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Filter)完成了多个障碍物跟踪的功能。

最后，收集了城市交通场景中多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并在此数据的基础上验证了

文章提出的多传感器融合算法。但是该套系统是专门为 ADAS 研制的，体积和

功耗都比较大，不适合直接用于盲人辅助领域。 

 

图 1.28 安装在车顶上的实验平台[36] 

尽管以上方案在特定领域取得了不错效果，但是缺少对视觉辅助领域特殊应

用的考量，并且从目前的文献报道中可以看出，不存在基于能够同时检测多个目

标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和能够同时得到深度图和彩色图的双目立体相机的多传感

器融合系统来完成辅助盲人出行的任务。区别于自动驾驶 ADAS 系统，盲人辅

助系统要求传感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性价比高以及可穿戴等特点。因此研究

专门应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本文以低功耗可穿戴毫米波雷达系统和 RGB-D 传感器为硬件基础，设计实

现了用于盲人辅助的智能设备，致力于为视障人士的正常出行提供解决方案。主

要内容包括设计实现具有单个目标检测能力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多目标检测能力

的毫米波雷达系统，毫米波雷达与 RGB-D 传感器融合等内容。 

主要的创新点有： 

1.建立了基于视觉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融合感知的理论模型，基于卡尔曼滤

波器和 JPDAF 的多目标跟踪算法，构建了面向盲人视觉辅助的多传感器融合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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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实现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深度图的检测结果数据融合。 

视障人士在实际的生活中需要面对和适应很多复杂的场景，单个传感器很难

解决所有问题，为此本文搭建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框架，并基于视障人士的使用特

点进行了优化工作。 

搭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 JPDAF 的多目标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将毫米波

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信息，RGB-D 传感器深度图探测到的障碍物

的空间坐标信息进行了数据融合。 

2.基于粒子滤波器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实现了毫米波雷达、RGB-D 传感器

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检测结果数据融合，提高了环境感知的范围和鲁棒性。通过

以粒子滤波为框架的融合方案，将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信息，

RGB-D 传感器深度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空间坐标信息以及 RGB-D 传感器彩色

图识别得到的物体类别信息进行融合。 

基于这两个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探测到的信

息进行了有效整合，实现了不同传感器间的优势互补。极大扩展了视障人士对障

碍物的感知距离，能够做到提前应对远距离处出现快速运动的物体。丰富了感知

信息，使视障人士能够同时感知到障碍物的距离、速度和类别信息。提高了系统

鲁棒性，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增强了系统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 

同 时 ， 该 多 传 感 器 融 合框 架 在无 人 驾 驶 、 无 人 机 、 机器 人 和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等领域中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3.将低功耗可穿戴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引入到盲人辅助领域。 

盲人辅助领域一般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激光雷达、单目相机以及 RGB-D 传

感器作为硬件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人使用毫米波雷达作为盲人辅助的传感器。而

在毫米波雷达被广泛使用的自动驾驶领域，存在体积大，功耗高等问题，并不能

直接用于可穿戴设备领域。本文针对毫米波雷达能够同时感知不同距离处存在的

障碍物，能够同时测量静止和运动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感知距离远远超过

RGB-D 传感器并且具有测量结果稳定性好，精度高等优点，研发了能够用于盲

人辅助领域的低功耗可穿戴毫米波雷达系统。 

1.5 文章结构安排 

本文主要以辅助盲人实现障碍物探测和正常出行为目标，研发了低功耗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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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盲人辅助系统，文章涉及到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这两种主要的传感

器，以及电子电路硬件、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图像处理算法、数据融合算法和检

测结果的提示声映射等多项内容，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文章的结构安排。 

本文根据功能模块一共可以分为 6 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 1 章主要介绍了盲人辅助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多功能低功耗可穿

戴的盲人辅助设备能够实现并推广开来，对提升视障人士的生活质量和自信心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盲人辅助技术的发展和现状，介绍了国内外研究人员针对盲人

辅助这一课题所作的主要研究工作。简要介绍了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情况并将

其引入到可穿戴设备领域和盲人辅助领域，此外着重介绍了国内外研究人员在毫

米波雷达系统与视觉传感器融合方面的主要工作。 

第 2 章主要介绍了基于毫米波雷达收发机设计实现了低功耗可穿戴的单目

标毫米波雷达系统。在本章中介绍了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构造，连续波雷达

(Continuous Wave, CW)和调频连续波雷达的基本原理，雷达信号处理电路，雷达

信号处理算法等内容。最后进行了相关的实验验证了该毫米波雷达系统的性能。

并且提出了基于参数映射拟声化方式的声音传递方案，实验结果表明，该声音传

递方案能够帮助设备使用者感知存在的障碍物，相比于普通的语义提示方式具有

信息传递量大的优点。 

第 3 章主要介绍了低功耗的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在本章中介绍了 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雷达的基本原理，雷达测量物体角度的基本原理。

介绍了 MIMO 雷达多目标探测的基本算法流程，即通过接收多个天线的多个啁

啾周期的中频信号并将其存储在相应的数据矩阵中，通过 range-FFT, doppler-FFT

和 angle-FFT 三次快速傅立变换和二维的恒虚警率算法操作计算出多个目标的距

离，速度和角度信息。对比了多家厂商针对 MIMO 毫米波雷达的解决方案，最

后了确定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 Texas Instruments)的 IWR1642 片上毫米波雷达

系统。最后针对该多目标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实验。 

第 4 章主要基于 RGB-D 传感器和多目标毫米波雷达这两个传感器完成了多

传感的融合工作。该部分介绍了深度图障碍物探测的基本原理，传感器之间的坐

标系标定，并且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框架完成了传感器数据融合工作，并在数据

融合之前使用 JPDAF 分别跟踪每个传感器探测到的障碍物。实验结果证明，该

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有效的扩展视障人士的距离感知能力，提高障碍物状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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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增强辅助系统的鲁棒性。最后通过非语义立体声音交互的方式，将数据

融合后的有效信息通过骨传导耳机传递给视障人士。该传递方式能同时将大量信

息传递给设备使用者，并且骨传导耳机不完全占用设备使用者的听觉，使其还可

以感受其它外部信息。 

第 5 章主要在 RGB-D 传感器产生的彩色图上，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完成对

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识别工作。主要基于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 (Instance 

Segmentation)和 SSD(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网络这两种方案完成了对彩

色图上障碍物的探测和识别工作。并完成了彩色相机和深度相机的之间的坐标系

标定工作，在此基础上使用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的方法完成了雷达探测到的

障碍物信息，深度图探测到的障碍物信息和彩色图识别的障碍物信息的融合工作。

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图像类传感器

感知距离有限，对光线和环境条件比较敏感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毫米

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高的缺点。传感器融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大大扩展，

并且探测结果的鲁棒性提高，同时能够使整个系统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信息。 

第 6 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内容，并针对本课题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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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 

本章主要介绍了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构造，连续波雷达和调频连续波雷达

的基本原理，雷达信号处理电路，雷达信号处理算法等内容。并基于德国 InnoSenT

公司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设计实现了低功耗可穿戴的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最

后进行了相关的实验验证了该毫米波雷达系统的性能。 

2.1 毫米波雷达系统基本构造 

雷达是一个很复杂的电子仪器，有很多模块组成，最基本的雷达系统[49][50]构

成如图 2.1 所示。一个简单完整的雷达系统基本上由波形控制器(Waveform 

Generator)、压控振荡器(VCO,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环形器(Duplexer)、

天线(Antenna)、混频器(Mixer)、耦合器(Coupler)、低通滤波器(Low Pass Filter)以

及中频信号处理单元组成。 

 

图 2.1 雷达基本结构示意图 

其中波形控制器主要用来生成具有一定规律的电压调制信号，比如三角波，

锯齿波等，以控制雷达发射的电磁波频率。压控振荡器根据输入的波形控制器的

电压信号，生成频率与电压信号线性相关的电磁波。生成的电磁波被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进行入环形器，通过天线将电磁波发射出去，一部分则进入耦合器中形成

雷达的本振信号。当雷达发射出去的电磁波碰到障碍物时，会被障碍物反射，形

成后向散射，后向散射的电磁波再一次被雷达天线接受，通过环形器的控制进入

到混频器中。环形器是一种使电磁波单向环形传输的器件，控制天线是向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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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接受障碍物的后向散射电磁波。接收到的含有障碍物信息的后向散射电磁波

进入混频器中，与本振信号在混频器中进行混频。于是，雷达本振的高频信号与

所接收的高频信号混频产生了差频信号，该差频信号叫做中频信号 (IF, 

Intermediate Frequency)，有的文献也称之为拍频信号(Beat Frequency)。在中频信

号中保留了含有的障碍物的所有信息，一般需要低通滤波器和滤波放大电路对该

信号进行再次滤波放大处理，提高中频信号的信噪比。经过处理，提高信噪比以

后的中频信号经过专门的雷达信号算法去解算求得障碍物的所有信息并提示给

设备使用者。 

以上为雷达探测物体信息的基本流程，可以看出一般的雷达系统采用了超外

差的原理[35][51]，下面以连续波雷达为例，从数学计算的角度来介绍整个系统的工

作原理。假设压控振荡器在线性调制的情况下，从雷达天线辐射出去的电磁波信

号为： 

 ( ) ( )( )cos 2 VCO rTx t A f c t t= +   (2.1) 

其中，
VCOf 为线性啁啾调制的起始频率，

rc 为线性啁啾信号的斜率，A为常

数。辐射的电磁波碰到障碍物后形成后向散射，再次被天线接收。从天线辐射到

后向散射信号被天线接受的时间差为
delayt ，而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可以被视为与发

射信号仅有一个时间延迟的差异，即 ( )delayTx t t− 。该信号与雷达系统的本振信号

进行混频，得到的结果为： 

 
( ) ( )

( )( ) ( )( )( )cos 2 cos 2

out delay

VCO r VCO r delay

V Tx t Tx t t

A f c t t f c t t t 

= −

= +  + −
  (2.2) 

由于低通滤波器的存在，频率更高的分量被滤除，最后的结果为： 

 ( )cos 2out VCO delay r delayV A f t c tt= + .  (2.3) 

可以看出，目标越远，最后的拍频频率越高，如果有多个目标同时出现，那

么最后输出的信号将由多个频率成分叠加。 

2.2 调频连续波雷达基本原理 

本文采用了连续波毫米波雷达，其常见的调制方式包括了不调制方式(CW)，

频移键控调制方式(FSK, Frequency Shift Keying)和调频连续波调制方式(FM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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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制方式的连续波毫米波雷达技术实现难度和性能对比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不同调制方式毫米波雷达技术难度与性能对比表 

雷达类型 技术难度 速度 运动物体距离 静止物体距离 

CW 雷达 简单 能 否 否 

FSK 雷达 中等 能 能 否 

FMCW 雷达 复杂 能 能 能 

连续波雷达基于多普勒效应(Doppler Effect)感知运动物体的运动速度，从技

术上实现较为简单，但是没有能力获得运动和静止物体的距离。事实上，对于这

种比较简单的雷达一般只能计算出雷达与运动物体连线的平行方向的速度矢量，

如图 2.2 所示。其计算公式如下： 

 
0

2 cosDopp c

v
f f

c
=   .  (2.4) 

其中，
Doppf 为多普勒效应造成的频率，

cf 为雷达的发射电磁波的频率，又称

为基频或载频，v为物体的运动速度，
0c 为光速， 为物体实际运动方向与雷达

和运动物体之间连线的夹角。 

 

图 2.2 多普勒雷达探测示意图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只要计算出中频信号的频率值就可以知道物体的运动速

度。 

与多普勒雷达仅能获得运动物体的速度信息相比，频移键控调制方式的毫米

波雷达则可以同时获得运动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基本原理如图 2.3 所示。

FSK 采用两个离散的载波频率 af 和 bf ，交替发出这两种频率的电磁波，则收到两

个具有不同多普勒频率的回波。但是由于 af 和 bf 的频率差与雷达基频相比差别很

小，所以这两个载波上的移动目标的多普勒频率几乎一样，如图 2.4 所示。对于

同一个运动目标，两个多普勒信号具有近似相同的频率，但是具有一定的相位差

 。根据公式(2.4)，可以从采集到的中频信号的多普勒频率计算出移动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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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同时，可以从相位差中得到运动物体与雷达之间的距离R ，具体的表达式

为： 

 
( )
0

4 a b

c
R

f f






=

−
.  (2.5) 

其中相位差  的单位为弧度，
0c 为光速。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af 和
bf 的差

别越小，可探测的距离越大。 

FSK 调制具有调制简单，VCO 信号产生过程简单，不受雷达收发机线性非

线性的问题影响的优点，但是采样和相位测量过程比较复杂，且不能计算出静止

物体的距离。 

 

图 2.3 FSK 基本原理示意图 

 

图 2.4 FSK 雷达回波示意图 

FMCW 体制[52]的毫米波雷达则可以同时获得静止物体的距离信息，以及运

动物体的速度和距离信息。FMCW 雷达一般分为锯齿波调制方式[53]和三角波调

制方式[54]，下面分别给予介绍。锯齿波调制的 FMCW 雷达的基本原理如图 2.5

所示，雷达发射出一个锯齿波调制的频率信号 Tx，当待测物体静止时，接收到

的频率曲线 Rx 与发送曲线仅有一个时间差异。在混频器中混合发射信号和接收

信号，就会产生一个恒定的差频信号 beatf ，其中包含了待测物体的距离信息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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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关系为： 

 
0

2

beat

BW

c f
R T

f
=   .  (2.6) 

其中T 为锯齿波调制周期，
BWf 是锯齿波调制带宽，

0c 为光速。对中频信号

进行频率分析得到
beatf 即可得到物体与雷达之间的距离。 

 

图 2.5 FMCW 锯齿波调制原理示意图 

但是当物体运动时，由多普勒现象引起的频移造成中频信号存在距离多普勒

耦合的现象(range Doppler coupling effect)[55][56]，很难将物体的速度和距离信息同

时给解算出来。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采用三角波调制[54]，其基本原理如图 

2.6 所示。三角波调制过程中，一般采用两个相同斜率但是符号相反的向上和向

下扫描作为一个完整的调制周期，如图 2.6(a)所示，黑色实线为雷达向外辐射信

号，红色虚线为接收信号。由于物体和雷达之间存在的距离造成了延时效应，两

个信号在 X 轴方向上产生一个 t 的时延。该延时会导致雷达产生一个差频信号

delayf ，即为： 

 
0

2 BW
delay

R f
f

c T


=


.  (2.7) 

其中，R 为待测物体和雷达之间的距离，T 为三角波调制的周期， BWf 为调

制带宽。同时，运动物体和雷达之间存在的多普勒效应导致接收信号在 Y 轴方

向上产生一个多普勒频移
doppf ，即为： 

 
0

2 cosdopp c

v
f f

c
=   .  (2.8) 

此处为了计算简单，令物体和雷达之间的夹角 为零，则： 

 
0

2dopp c

v
f f

c
=  .  (2.9) 

其中， cf 为雷达的载频， 0c 为光速，v 为物体的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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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FMCW 三角波调制原理示意图 

向上和向下扫描产生的中频信号如图 2.6(b)所示，在升坡阶段，时间延迟效

应和多普勒效应相互抵消，而在降坡阶段，这两种效应叠加。由此计算出在三角

波调制信号的上升阶段雷达传感器输出的中频信号
buf 和下降阶段的中频信号

bdf ，即为： 

 bu delay doppf f f= − .  (2.10) 

 
bd delay doppf f f= + .  (2.11) 

结合公式(2.7)、(2.9)、(2.10)和(2.11)，可以计算出物体距离雷达的距离R 和

相对雷达的运动速度 v，为： 

 
0

4

bu bd

BW

f f c T
R

f

−  
= .  (2.12) 

 
( )0

4

bu bd

c

c f f
v

f

 +
= .  (2.13) 

由公式(2.12)和(2.13)可知， 0, , ,Bw cT c f f 是雷达系统的参数或常数，三角波上

升和下降阶段的中频信号 ,bu bdf f 是需要在测量过程中测得的，然后就可以根据公

式求得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三角波调制过程中，存在一个交叉

区域，如图 2.6 中的红色阴影部分，在该交叉部分中， buf 和 bdf 没有恒定值，因

此该部分不能最为真正的频率测量值。 

同时，FMCW 雷达的最小可探测距离 minR 或距离分辨率 r [57]由调制带宽决

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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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in
2 BW

c
R r

f
=  = .  (2.14) 

此外还有很多专门的文献针对 FMCW 雷达的波形设计[54][58][59][60][61]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但这超出了本文的应用范畴，故在此不再深入讨论。 

2.3 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硬件系统 

本小节在详细了解 FMCW 毫米波雷达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基于德国

InnoSenT 公司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 IVS162 设计实现了低功耗 FMCW 原理的单

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详细阐述了系统组成，雷达收发机，三角波调制电路以及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等有关内容。 

2.3.1 雷达系统总体框架 

本文基于德国 InnoSenT 公司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 IVS162[30]设计实现了低

功耗 FMCW 原理的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其系统整体框架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框架图 

该毫米波雷达系统由雷达收发机(Transceiver)，调制信号发生器，中频信号

处理电路，主处理器(MCU)，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以及电源等部分构成。其中，调

制信号发生器主要负责在MCU的控制下产生一定频率的三角波输入到雷达收发

机的 VCO 中。雷达收发机负责根据输入三角波调制信号，通过天线向外发射相

应频率的线性扫频信号，接收障碍物产生的后向散射信号，并且在与本振信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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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后得到中频信号。中频信号处理电路则负责将雷达收发机产生的中频信号进行

滤波放大处理，以提高信噪比。主控制器和处理器 MCU 则负责将经过处理后的

中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且根据雷达算法求解目标信息，最后将计算结果通

过串口传递给设备使用者，同时控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和调制信号发生器。自动

增益控制电路根据 MCU 检测到的中频信号来确定将中频信号放大到合适的幅

值。电源部分则负责向 PCB 各个部分提供将低噪声合适的电源。 

其中，主控制 MCU 采用了意法半导体的 STM32F407VGT6 芯片[62]，该芯片

提供了带浮点计算单元的 CortexTM-M4 内核，主频为 168MHz，有两个 12bit 的

DAC 和 3 个 12bit 的 ADC，多达 17 个定时器，同时提供了多个 UART，SPI，

I2C 接口，片上资源非常丰富，非常适合用来做控制，信号处理和数据传输。硬

件系统其它部分将在以下分别介绍。 

2.3.2 雷达收发机 

本设计使用的24GHz毫米波雷达收发机为德国 InnoSenT公司生产的 IVS162。

由于采用平面微带天线结构，IVS162 的外形非常小巧，如图 2.8 所示，整体尺

寸仅为一枚一元硬币大小，非常易于集成于各种电路中，可以将其做成可穿戴式

设备用于盲人辅助中。另外，该雷达收发机的功耗较低，具体的电子特性如表 2.2

所示，该模块的工作电压为 5V，工作电流仅为 35mA，在工作中能够节能省电。

在 FMCW 工作模式中，调频宽度由 VCO 的调谐电压决定，可以选取调谐曲线

上线性较好的一段，获得相应的调频宽度。调频宽度同时受国际电信联盟的管制，

用于工业科研医疗方面的 24GHz 毫米波雷达的波段带宽为 250MHz。IVS162 的

天线辐射角度为水平方向 45°，垂直角度 38°，天线角度较宽，波束覆盖范围

较广，如图 2.9 所示。但是辐射角度较宽容易受到地杂波等信号的干扰，所以一

般用做近距离探测，探测距离一般为 25 米左右，刚好可以用在盲人辅助领域。 

 

图 2.8 IVS162 雷达收发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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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IVS162 雷达收发机电子特性参数表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说明 

发射机 

发射频率 f 24.000  24.250 GHz 取决于 Vtune 变化 

变容调谐电压 Vtune 0.5  10 V  

变容二极管输入阻抗   1  K  

调制频率    150 KHz  

调谐斜率  40   MHz/V  

输入功率 Pout  15 20 dBm  

温度漂移 f  -1  MHz/℃  

接收机 

中频放大器 增益  20  dB  

 带宽  DC-50  KHz  

输出阻抗   100    

电压偏置  1.0 2.2 4.0 V  

I/Q 平衡 幅度    dB  

 相位 60 90 120 °  

天线，发射样式请见图 2.9 

天线样式(-3dB) 水平  45  ° 方位角 

 垂直  38  ° 仰角 

旁瓣抑制比 水平  13  dB 方位角 

 垂直  13  dB 仰角 

电源 

工作电压 Vcc 4.75 5.0 5.25 V  

工作电流 Icc  35 50 mA  

环境 

工作温度 Top -20  +60 ℃  

外形尺寸 44x30x8.3 mm  

极限值 

工作电压 Vcc 5.5 V  

变容调谐电压 Vtune 10 V  

工作温度 Top -40/+85 ℃  

存储温度 TSTG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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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IVS162 天线发射图 

IVS162 雷达收发机的集成化程度较高，其内部结构示意图如图 2.10 所示，

该雷达收发机集成了压控振荡器、收发天线、混频器、耦合器、低噪声放大器等

器件，而且还有相位正交的两路中频信号输出 I/Q。该收发机能够用于

CW/FSK/FMCW 工作模式，带有低噪声的中频信号前置放大器，并且具有独立

的发射和接收路径，能够使两路中频信号获得较大的增益。可以根据双通道中频

信号的相位比较，探测目标的运动方向。此外，该雷达收发机还可以用来获取静

态目标或动态目标的距离信息。 

 

图 2.10 IVS162 雷达收发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在使用 FMCW 模式时，雷达收发机的 VCO 调频直线度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调频线性变化的质量直接影响中频信号的精度。计算障碍物距离和速度信息的公

式(2.12)和(2.13)都是基于三角波调制上下扫描是完美的直线，然而这种完美的直

线在现实中是很少存在的。如图 2.11 所示，当频率响应是完美的直线时(虚线所

示)，中频信号在整个周期内是恒定的。而当收发频率响应不是完美的直线时(实

线所示)，中频信号在整个周期内变得不恒定，严重影响了最后的计算结果。线性

化调频曲线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63]，开环方式和闭环方式。闭环方法在雷达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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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期间不断起作用以确保连续频率锁定。这种方法能够提供更高的线性度，但

这种方法的成本也更高，特别适用于宽带宽的需要。考虑到应用的成本，很多人

采用了开环的方式，其基本原理如图 2.12 所示，首先测量出该天线的电压频率

响应曲线，如(a)图所示。如果使用线性的调谐电压，将得到非线性的输出频率响

应曲线。因此，可以根据测量出来的电压频率响应曲线，使用非线性的电压输入

信号，如(c)图所示，以得到最后线性的输出频率响应，如(b)图所示。 

 

图 2.11 FMCW 模式中调频线性度对中频信号精度的影响 

 

图 2.12 线性度调节开环方式示意图 

针对本文使用的 IVS162 雷达收发机，可以首先测量出其电压与输出频率响

应曲线，如图 2.13 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IVS162 在 3V 到 7V 的区间范围内

保持了较好的线性度，且带宽刚好为 250MHz，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3V 到 7V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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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谐电压，而不必进行矫正。 

 

图 2.13 IVS162 输入电压与输出频率曲线图 

在使用类似于 IVS162 这种单基雷达收发机的时候，收发路径的隔离度也是

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由于发射器和接收器路径之间的有限隔离，即使没有物体

在范围内，中频信号也会产生输出，这种效应称为自混合(self-mixing)或串扰

(crosstalk)。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串扰信号可能会使外部中频信号的放大器过载。

为了减小这种收发路径有限隔离造成的影响，应在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中采取相应

的滤波措施。 

2.3.3 三角波调制电路 

对于 IVS162 雷达收发机，输入 VCO 的调制信号频率理论上最大不超过

150KHz，但进行近距离测距(0.6-30m)时，调制频率一般为 100-200Hz。结合 2.3.2

部分，对于 VCO 输入电压的要求，在本文中采用了 3-7V 的 100Hz 的三角波。 

具有一定电压要求、频率可调的三角波产生的方法一般有模拟电路，直接数

字式频率合成器(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和数字模拟转换器 DAC。模拟

电路方法只使用运算放大器和电容电路搭建相应电路即可，但是该方法产生的三

角波频率准确度低，稳定性不高。DDS 为可编程波形发生器，能够产生稳定的频

率可调的三角波，并且输出频率和相位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编程，调整简单。但是，

三角波调制过程中存在中频信号不稳定的区域(例如图 2.6(a)中的红色交叉阴影

区域)，由于不知道三角波波峰波谷的具体位置，采样过程中很容易将该部分中

频信号误采。相比之下，使用 MCU 片上的 DAC 是个很好的选择，三角波的频

率和幅值可调，而且又知道三角波波峰波谷的准确位置。但是，这样会占用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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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上资源，而选择使用的 MCU 片上资源足够丰富，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但是

MCU 的 I/O 口驱动能力有限而且电压达不到使用要求，所以要在 I/O 外部加一

个运算放大器使输出的三角波信号能够满足驱动能力和驱动电压的要求，原理图

如图 2.14(a)所示。在运算放大器芯片选型中要注意电压，噪声，增益带宽积，偏

置电压等参数。在 PCB 调试过程中检测到的 VCO 调制信号和中频信号如图 

2.14(b)所示，实验结果表明该三角波调制电路产生能够产生电压为 0-11V 可调，

频率为 0-10KHz，噪声幅值约为 10uV 左右的三角波。该调制电路在幅值、频率

以及噪声水平等方面的参数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图 2.14 VCO 驱动电路原理图和实验结果示意图 

(a)VCO 原理图 (b)VCO 调制信号及相应中频信号 

2.3.4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雷达收发机直接输出的中频信号包含

了很多噪声的情况，将噪声滤除以提高信号的信噪比。同时，由于不同距离目标

回波的幅值也不同，所以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也要包含自动增益控制 (AGC, 

Automatic Gain Control)部分，将中频信号放大到合适的幅值。此外，由于单基雷

达的收发通道隔离度不够，容易造成三角波调制信号耦合到中频信号中，这种现

象称作“三角波泄露”。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也要能够将该泄露信号滤除以减少对

中频信号的影响。 

因此，中频信号处理电路应当包括滤波，放大，自动增益控制这三个功能模

块。具体的原理图设计如图 2.15 所示，两个不同中频信号通道 I/Q 的处理电路

是一样的。从雷达收发机出来的中频信号在低噪声放大的同时进行滤波，然后经

过自动增益控制将信号放大到合适的幅值，最后信号再一次经过滤波和放大，进

中频信号 

调制信号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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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信号的信噪比。MCU 片上的两个 ADC 将幅值合适的两路中频信号同

时进行采样处理，然后开始雷达信号的处理。自动增益控制的放大倍数通过 MCU

采集到的数字信号进行反馈判断确定，将中频信号放大到合适的幅值。 

 

图 2.15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原理图 

由于雷达收发机直接产生的中频信号一般比较微弱(mV 级)，所以在选择器

件时尽量考虑使用低噪声的器件。滤波放大电路选用了 Linear 公司(现已被 ADI

公司收购)的 LT1679 运算放大器，该运放支持轨到轨输入和输出，在信号频率为

1KHz 时，典型电压噪声仅为3.9nV / Hz ，而且还支持单电源 2.7V 到 36V 供电，

使用非常方便。 

随着距离的增加，探测物体的中频信号幅值减小，为了能够使不同距离上的

中频信号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幅值，以方便后续的数字信号处理，自动增益控制是

必要的。自动增益控制的实现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后选择使用 Linear 公司的

LTC6912 来实现该功能。该器件为双通道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以通过

SPI 总线来控制放大倍数，支持轨到轨输入和输出，支持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

输入噪声仅为12.6 /nV Hz 。该可编程放大器分为 LTC6912-1 和 LTC6912-2 两

种，前者的放大倍数为 0、1、2、5、10、20、50 和 100 倍，后者为 0、1、2、4、

8、16、32 和 64。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范围的放大倍数，在本文中选择使

用 LTC6912-2。 

滤波&放大 

滤波&放大 

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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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其它辅助电路 

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除了雷达收发机，主控制器 MCU，中频信号处理电

路等模块，还需要一些其它辅助部分，该部分主要有电源模块和串口通信模块。 

雷达收发机模块，中频信号处理电路模块以及主控制器等不同模块所使用的

电源电压种类较多，而为了携带方便，使用了 5V 的锂电池供电或便携式电脑的

USB 口供电。通过将+5V 转化为各种模块所需的不同电压，使之为各个不同电

路模块提供低噪声精准的电压。在电源模块的设计中，为了防止模拟部分和数字

部分之间发生信号串扰，特意将模拟部分电源和数字部分电源分开单独设计。同

时，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磁珠单点连接，这样可以抑制干扰噪声。具体的电源设

计方案如图 2.16 所示，由于部分模块需要的电压比较高，因此先通过开关电源

(DC/DC)将+5V 电源进行升压处理，然后再将其调整到合适的电压。雷达收发机

模块以及中频信号处理电路模块对电源噪声比较敏感，所以在这些模块所需电压

的调整上均使用了低噪声的 LDO 芯片(Low-dropout regulator)。LDO 为低压差线

性稳压器，相比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讲，输入输出电压的压差较小，噪声比较

低，需要的外接元件也较少，非常适合用在本文的电源系统设计中。 

 

图 2.16 电源设计框图 

主控 MCU 通过片上两个 12 位的 ADC 同步采集雷达收发机输出的两路中频

信号并经过一定的处理以后，需要将处理过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进行进

一步的处理。本文采用了 Silicon Labs 公司的 CP2102 解决方案，该芯片能够完

成 USB 接口到串口的转换，需要搭配的外部器件非常少，使用比较简单。 

至此，该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的硬件系统全部阐述完毕，整个系统的原理图和

每个功能模块的介绍如图 2.17 所示，焊接和调试好的 PCB 如图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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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系统原理图 

 

图 2.18 PCB 示意图 

2.4 雷达信号处理算法 

MCU 采集到的中频信号需要进一步的处理以获得探测物体的具体信息，整

个的算法流程如图 2.19 所示。 

 

图 2.19 雷达信号处理流程图 

ADC 采集的中频数据包含有许多不稳定的数据(如图 2.6 所示的红色阴影部

分)，在信号处理过程中该部分数据应该首先被剔除掉，这部分工作在下位机

电源部分 

中频信号处理部分 MCU 部分 

串口通信部分 

VCO 调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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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中完成，剔除不稳定数据的结果如图 2.20(a)所示。将不稳定数据剔除后，

将中频信号打包发送到上位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由于中频信号含有的有效信息

表现在频率上，其含有的直流信息并没有实际的用途，所以可以去除中频信号中

的直流分量，结果如图 2.20(b)所示。 

尽管在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中包含了滤波的功能模块，但是采样到的中频信号

依然含有部分未能完全去除的噪声，比如图 2.20(b)中的叠加在信号上面的尖峰

和小毛刺等高频信号，所以还需要对中频信号进行进一步的滤波操作，以提高信

号的信噪比。该部分滤波使用的是数字滤波，一般采用的是有限冲激响应滤波器

(FIR, Finite Impulse Response)，无限冲激响应滤波器(IIR,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或者小波滤波器(Wavelet filter)等。经过数字滤波后的中频信号如图 2.20(c)所示，

可以看出滤波后的信号比原来的信号噪声更少。 

 

图 2.20 雷达信号处理结果 

(a)剔除不稳定数据的结果 (b)去除直流分量的结果 (c)数字滤波以后的结果 (d)加窗以

后的结果 (e)补零并且 FFT 以后的结果 (f)通过 CFAR 发现有效目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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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采样频率不是输入中频信号频率的整数倍，采样数据第一个周期的最后

一点和第二个周期数据的第一点会出现间断的情况，如图 2.21(a)所示。这种数

据间断点会造成信号在进行傅里叶变换处理时频域出现能量泄露的情况。为了消

除这种现象，加窗(Windowing)是一个很好的选择[64]。如图 2.21(b)所示，加窗能

够改变整个周期信号的形状，消除数据点间断，而且又不会改变信号的频率成分。

加窗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能量泄露的情况，但是加窗的一个副作用就

是使得旁瓣变宽，频率分辨率降低。常用的窗一般有汉宁窗，汉明窗，布莱克曼

和三角窗等，本文使用的时汉明窗，中频信号加窗以后的结果如图 2.20(d)所示。 

 

图 2.21 加窗对信号的影响示意图 

(a)原始数据 (b)加窗以后的数据 

在将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处理以前，为了提高信号在频域的分辨率一般会对

将参与傅里叶变换的数据末位进行补零(Zero Padding)。补零能够减小频域采样的

间隔从而提高傅里叶变换计算过程中的计算分辨率，这样有利于克服由于栅栏效

应带来的有些频谱泄露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计算分辨率的提高的同时，

整个雷达系统的物理分辨率并没有提高，雷达的物理分辨率只与调频带宽有关，

超过雷达分辨本领的两个物体还是不能被分辨开来。即，补零可以使信号在频域

被更细致地观察，但雷达系统原来不能分辨物体补零后还是无法分辨。将采集的

信号补零至 1024 点，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后的结果如图 2.20(e)所示。 

由于噪声或干扰信号总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将雷达探测到的真实目标从干扰

信号中提取出来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图 2.22 所示，真实的雷达目标混

迹在噪声之中，如果将目标和噪声之间设置成一个固定的阈值，比如(a)值，那么

有很多目标将会被误认为是噪声，从而造成漏检；如果设置成(c)值，那么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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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会被误认为目标，造成虚警。虚警率指的是雷达(或其它检测系统)在单位时

间内将噪声或其他干扰信号误判为威胁或者漏检的概率。雷达的目标检测需要根

据外界干扰强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其阈值或灵敏度，使雷达的虚警概率保持不变，

这种技术叫做恒虚警率(CFAR, Constant False Alarm Rate)[65][66]。比如，采用阈值

不断变化的(d)曲线，能够将雷达探测到的真实目标完全提取出来，不会造成目标

的漏检和虚警。 

 

图 2.22 雷达真实目标与噪声之间的关系 

CFAR 的核心思想[67][68]就是通过待测目标附近的信号去评估噪声水平，然后

根据评估出来的噪声水平与中间待测单元信号幅值的关系去评估待测单元处是

否存在一个有效目标，具体的原理如图 2.23 所示。 

 

图 2.23 CFAR 原理示意图 

一个滑动窗口中间位置处为待测单元(CUT, Cell Under Test)，即要判断是否

有目标存在的单元。评估单元前后对称位置附近为训练单元(Training Cells)，从

训练单元位置处的信号评估目标单元附近的噪声水平。为了防止训练单元信号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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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到待评估单元中，影响噪声方差的估计，在待评估单元与训练单元之间存在一

个保护单元(Guard Cells)提供缓冲作用。如果滑动窗口中间的待评估单元的信号

幅值明显高于训练单元的噪声幅值，则认为在该处存在一个有效探测目标。反之，

则认为此处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目标。按照顺序滑动该评估窗口，完成对整个信

号的评估工作，筛选出来有效的探测目标。 

根据训练单元内的信号去评估噪声水平有很多种方式[65][68]，常用的有训练

单元内平均(CA, Cell-averaging)，训练单元内平均最大值 (GOCA, Greatest-of-

cell-averaging)，训练单元内平均最小值 (SOCA, Smallest-of-cell-averaging)和训练

单元内顺序(OS, Order statistic)。其中，CA-CFAR 是计算前后两个训练单元内所

有信号的平均值，然后使用该平均值与评估单元比较，该方法适合于大多数的应

用场景。GOCA-CFAR 则是分别计算前后两个训练单元内信号的平均值，然后选

择这两个平均值中的最大值作为噪声的幅值去跟评估单元的信号进行比较，常用

来避免杂乱边缘的误报。相反，SOCA-CFAR 则是选择前后两个训练单元平均值

的最小值作为噪声，常用在目标紧靠的情况下。OS-CFAR 则是将前后两个训练

单元内的信号进行排序，选择某个特定位置的信号幅值作为噪声的幅值去跟评估

单元内的信号进行比较，最后的效果介于 GOCA-CFAR 和 SOCA-CFAR 之间。 

在本文中，使用 CA-CFAR 来对中频信号 FFT 以后的频域信号进行处理，以

筛选出目标在频域的信息，结果如图 2.20(f)所示。阈值为红色虚线，超过阈值的

为有效目标。这是三角波上扫描阶段的中频信号处理结果，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处

理三角波下扫描阶段的中频信号，可以获得障碍物在下扫描阶段频率信息。结合

已知的三角波调制的信息和毫米波雷达的系统参数，使用公式(2.12)和公式(2.13)

即可获得障碍物的距离和速度信息。 

2.5 实验结果 

该低功耗雷达系统是为可穿戴式设备设计的，从整个系统所用的毫米波雷达

收发机、数字芯片、模拟芯片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来统计，整体功耗约为 500mW，

能够通过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的 USB 口供电，或者外接工作电压为 5V 的充电宝

供电。整个系统的穿戴和使用方法如图 2.24 所示，雷达系统可以固定在头顶上，

负责数据处理的便携式笔记本电脑(I5-6300@2.4GHz, 8GB RAM)放在双肩背包

里。雷达系统和便携式电脑之间通过 USB 连结实现数据传输，便携式电脑负责

mailto:I5-6300@2.4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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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雷达系统上传的数据，并将计算结果通过声音编码的方式告知设备使用者。

设备使用者使用骨传导耳机感知检测结果映射的声音信号，骨传导耳机的好处在

于不完全占用使用者的听觉信息，使用者能够在感知障碍物信息的同时，还能感

知外部其他声音。 

 

图 2.24 设备穿戴示意图 

2.5.1 雷达测距精度验证实验 

为了评估和验证该雷达系统的测距精度，进行了相应的测距实验。如图 2.25

所示，一个人站在该雷达系统的前方，毫米波雷达测量出雷达传感器和待测行人

之间的距离，该值作为测量值。同时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出雷达传感器和待测行人

之间的距离，该值作为真值。通过比较这两者的区别来衡量雷达系统的测距精度，

最后的测量结果如表 2.3 所示。 

 

图 2.25 距离测试实验示意图 

从表中可以看出，雷达系统的测距误差最大值小于 0.35m，相对误差最大值

小于 8%。测量数据表明，该雷达系统的测距精度很高，针对雷达反射截面积(RCS, 

Radar Cross Section)仅为 0.5-1m2行人来讲，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10m 左右，与距

离感知能力仅有 5 米左右的 RGB-D 传感器相比，能够提前预知障碍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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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盲人提前预警。 

表 2.3 雷达测距精度对比表(行人)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0.99 2.37 3.34 3.86 4.57 4.92 6.33 7.56 8.26 9.66 

真值(m) 0.92 2.30 3.30 4.00 4.70 5.00 6.35 7.50 8.60 9.56 

偏差值(m) +0.07 +0.07 +0.04 -0.14 -0.13 -0.08 -0.02 +0.06 -0.34 +0.10 

相对误差(%) 7.61 3.04 1.21 3.50 2.77 1.6 0.31 0.8 3.95 1.05 

针对在第 9 次测量结果中出现误差偏大的情况，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了多次测

量，测量结果如表 2.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基本保持稳定，最大误差

不超过 0.35m。 

表 2.4 雷达多次测量结果表(行人)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8.26 8.35 8.40 8.26 8.53 8.42 8.26 8.50 8.39 8.32 

真值(m)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偏差值(m) -0.34 -0.25 -0.20 -0.34 -0.07 -0.18 -0.34 -0.10 -0.21 -0.28 

相对误差(%) 3.95 2.90 2.33 3.95 0.81 2.09 3.95 1.16 2.44 3.26 

相比于行人的距离测试实验，针对城市环境中常见的汽车也进行了距离测试

实验。与行人距离测试实验类似，毫米波雷达和激光测距仪分别给出前方汽车的

距离，其中激光测距仪的测量值视为真值，具体的测量数据如表 2.5 所示。从表

中可以看出，针对 RCS 为 10m2 左右的小汽车，该低功耗的毫米波雷达测量距离

能够达到 30m 左右，远远超过常用的 RGB-D 传感器的距离感知能力，能够帮助

盲人提前感知到障碍物的存在。并且距离测量的精度比较高，最大的测距误差小

于 0.5m，最大的相对误差小于 6%。行人和车辆的测距实验表明，该低功耗毫米

波雷达系统能够帮助盲人提前感知到障碍物的存在，并且距离测量精度较高。 

表 2.5 雷达测距精度对比表(汽车)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3.04 5.86 7.39 8.97 11.86 14.03 17.58 21.75 24.35 28.60 

真值(m) 2.89 5.57 7.00 8.77 11.45 14.30 17.41 21.28 24.30 28.50 

偏差值(m) +0.15 +0.29 +0.39 +0.20 +0.41 -0.27 +0.17 +0.47 +0.05 +0.10 

相对误差(%) 5.19 5.21 5.57 2.28 3.58 1.89 0.98 2.21 0.21 0.35 

与行人的测量结果类似，针对在汽车距离测量结果中出现误差较大的第 8 次

测量，在同一位置进行了多次测量实验。测量结果如表 2.6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

出测量结果基本保持稳定，最大误差不超过 0.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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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雷达多次测量结果表(汽车)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21.75 21.50 21.63 21.75 21.68 21.46 21.75 21.42 21.56 21.62 

真值(m)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21.28 

偏差值(m) +0.47 +0.22 +0.35 +0.47 +0.40 +0.18 +0.47 +0.14 +0.28 +0.34 

相对误差(%) 2.21 1.03 1.64 2.21 1.88 0.85 2.21 0.66 1.32 1.60 

2.5.2 声音传递方案和实验 

尽管视障人士丧失了视力，但是他们的听觉能力变得更加敏感。可以使用语

音提示的方式将毫米波雷达系统检测的结果告知盲人，但是普通的语义提示方式

能够传递的信息量有限。本文使用拟声化的(sonification)语音提示方式[69][70]将毫

米波雷达系统检测到的结果告知盲人。更具体地来说，这种语音提示方式是将数

据映射转化为声学信号中的感知参数来促进信息的传递。而拟声化语音交互方式

中最常用的就是参数映射拟声化方式(parameter mapping sonification)，其通过参

数映射的方式将数据维信息与声音维参数建立一定的联系，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

声音维的很多参数，比如音高(pitch)和响度(loudness)，能够同时反映不同类型的

数据(比如速度和距离信息)。这种参数声音映射拟声化的方式被广泛的应用在人

机交互系统中[69][70]。 

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同时获得障碍物的距离和速度信息，而声音的音高和响

度是最常用的两个参数，可以将障碍物的距离信息映射到声音的响度上，将障碍

物的速度信息映射到声音的音高上。 

具体的映射方案如图 2.26 所示，图(a)为速度-音高参数映射方案，假设城市

环境中，运动物体的速度范围为-80 至+80km/h，速度为正表示靠向设备使用者运

动，速度为负表示远离设备使用者。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将速度的间隔设置为

5km/h，使用离散的不同的音高去表示不同的离散的速度值。这些离散的不同音

高值是经过专门挑选的，相比其它的音高而言有着更显着且更丰富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具有音乐训练程度的听众而言。如果物体朝向设备使用者移动得更快，

则音高更高，反之亦然。与速度-音高参数化映射方案相比，距离-响度参数映射

方案则更为简单，具体的映射方案如图 2.26(b)所示。障碍物距离设备使用者越

近，声音响度越大，反之越小，而声音的最大响度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者来归一

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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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声音映射规则示意图 

(a)速度-音高参数映射方案 (b)距离-响度参数映射方案 

为了测试该参数映射拟声化声音传递方式的有效性，设计并执行了相关的验

证实验。具体的实验方案如图 2.27 所示，将一根铝柱矗立在院子当中作为障碍

物，穿戴该低功耗毫米波雷达系统的使用者以不同的速度走向或背向该障碍物运

动，通过骨传导耳机中的声音感知障碍物的距离和相对障碍物的速度。参试人员

要佩戴眼罩以模拟视障人士，实验正式开始前，参试人员要对该套系统进行适应

性训练，实验过程中，辅助人员要及时给予提醒以避免参试人员撞到障碍物上。 

 

图 2.27 声音映射测试实验示意图 

(a)一根铝柱矗立在院子当中作为障碍物 (b)设备穿戴者实验示意图 

一共有五人参与实验，实验结束后，参试人员要被提问以完成相应的问卷调

查，最后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7 所示。所有的参试人员都能根据提示声感知区

分不同距离的障碍物，只有一个参试人员在映射声音的提示下，不能区分与障碍

之间的不同相对速度，有两个参试人员希望在保持该声音传递方案信息传递量大

的前提下同时提高声音映射的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该参数映射拟声化声音传递方

案能够将毫米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同时传递给设备使用者，相

比于普通的语义提示方式具有信息传递量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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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关于声音映射实验的问卷调查 

参与人员 能够分辨不同的距离 能否区分不同的速度 其它建议 

P1 能 能  

P2 能 能 增加声音映射的精度 

P3 能 能  

P4 能 否 增加声音映射的精度 

P5 能 能  

2.5.3 现场测试实验 

为了检测该低功耗毫米波雷达系统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性能，在浙江大

学玉泉校区进行了实地测试。实验设计方案如图 2.28 所示，佩戴该毫米波雷达

系统的参试人员站在斑马线旁边，毫米波雷达系统负责检测靠近的汽车，自行车

和行人，当没有物体靠近时，参试人员通过斑马线。参试人员要佩戴眼罩以模拟

视障人士，实验正式开始前，参试人员要对该套系统进行适应性训练，实验过程

中，辅助人员要及时给予提醒以避免参试人员受伤。 

 

图 2.28 现场测试实验示意图 

(a)(b)测试人员穿戴设备经过十字路口 (c)实验原理示意图 

靠近斑马线运动的每一辆汽车，自行车或每个行人都视为一次实验。雷达系

统能够成功检测到靠近的物体或行人，并将检测结果通过声音映射的方式告知设

备使用者，使用者能够感知到靠近的物体并决定停止，暂时不通过斑马线，则表

示该次实验成功。并且为了验证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该套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实际性

能，在晴天，雨天和夜晚进行了多次现场测试实验。 

现场实验的测试统计结果如表 2.8 所示，无论在晴天，雨天还是夜晚的环境

下，该毫米波雷达系统始终能够成功检测到接近斑马线的汽车。相比于汽车，自

行车和人的 RCS 较小，但是仍然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成功检测到。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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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检测到靠近的移动物体，并通过参数映射拟声化声

音编码方式告知设备使用者，帮助其安全地穿过斑马线。同时，该套毫米波雷达

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表 2.8 现场测试实验统计结果 

环境 晴天 雨天 夜间 

 实验次数 成功次数 实验次数 成功次数 实验次数 成功次数 

汽车 48 48 26 26 39 39 

自行车 30 28 15 14 23 22 

行人 33 31 24 23 35 33 

2.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构造，CW/FSK/FMCW 雷达的基本

原理，并基于德国 InnoSenT 公司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设计实现了低功耗可穿戴

单目标探测毫米波雷达系统，详细阐述了其硬件系统。此外，还描述了一般的雷

达信号处理算法流程。最后的实验表明，该低功耗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帮助盲人

提前感知到远距离障碍物的存在，针对行人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10m 左右, 最大测

量误差小于 0.35m，针对汽车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30m 左右，最大测量误差小于

0.5m，距离测量精度较高。为了将毫米波雷达检测到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同时传递

给视障人士，提出了基于参数映射拟声化方式的声音传递方案。实验结果表明，

该声音传递方案能够帮助设备使用者感知存在的障碍物，相比于普通的语义提示

方式具有信息传递量大的优点。最后进行了现场实地测试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该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探测到移动物体，并帮助设备使用者安全地穿过斑马线，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章提出的低功耗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便于穿戴使用的

优点，非常适合盲人辅助使用。此外，该雷达系统在汽车盲点检测和小型机器人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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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 

在上一章中主要介绍了基于 IVS162 单收单发雷达收发机的可穿戴低功耗毫

米波雷达系统，但是该系统只能感知到单一的目标，没有角度分辨能力。本章主

要阐述基于 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技术的具有角度分辨能力，可

探测多个目标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并且详细介绍了多目标检测算法和硬件系统，

最后针对该多目标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实验。 

3.1 MIMO 雷达探测原理 

雷达根据其具有的收发组件数量可以分为单发单收雷达(SISO，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单发多收雷达(SIMO，Single Input Multiple Output)和多发多收雷

达(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顾名思义，单收单发雷达只有一套收

发组件，只能测量单个目标的距离速度值。而单发多收雷达指的是具有一个发射

组件(Tx)，多个接收组件(Rx)，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目标的角度信息，角度分辨率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接收组件的数量。为了进一步提高雷达的角度分辨率，需要

增加接收组件的数量，这样就必然要增加每个接收通道的低噪声放大器，混频器，

中频滤波电路和 ADC 等器件，造成成本的大规模上升。而具有多个接收组件和

多个发射组件的多收多发雷达是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 

3.1.1 物体角度的测量原理 

雷达测量物体的角度信息，至少需要两个接收组件，其基本原理[71]如图 3.1

所示。该雷达系统具有一个发射组件，两个接收组件，且这两个接收天线的距离

为 d 。雷达向外辐射出电磁波，此时，一个与雷达成 角度的物体被探测到，后

向散射的信号近似为平面波且被雷达的两个接收天线接收。两个天线接收到的信

号存在一定的波程差 sind  ，从而产生一个相位差， 

 
2

sind


 


= .  (3.1) 

因此，只要测得相位差就可以知道物体的角度 ， 

 
1sin

2 d






−  
=  

 
,  (3.2) 

其中，为雷达载频波长。由公式(3.2)可知，相位差和物体角度 之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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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关系，相位差在角度为零时，灵敏度最高，且随着角度的增加灵敏度逐渐

降低，角度 的估计在接近 0°时，精度是最高的。由于相位差只能在 ( ), −

范围内被准确的计算，不受到信号周期的影响，造成可测量的物体的角度范围

FOV 为： 

 
1sin

2
FOV

d


 −  

=   
 

.  (3.3) 

一般而言，两个天线的间距 2d = ，因此 

 090FOV =  .  (3.4) 

 

图 3.1 目标角度计算原理示意图 

通常来讲，一个雷达具有的接收组件会大于 2 个，例如图 3.2 所示，具有 4

个接收天线，每个后续天线相对于前一个天线具有额外的相位差，这个相位差

大小是一样的。因此，在 N 个天线上接收到的信号的相位差(相比于第一个 Rx 天

线)线性增长(例如图 3.2 中的0, ,2 ,3   )。通过采集这 N 个天线上的信号，并

基于这些信号进行 FFT 运算，相位差可以计算出来。 

 

图 3.2 用四个接收天线去估计物体角度示意图 

增加接收天线的数量，相当于增加了进行 FFT 运算的数据量，可以提高相

位差估计的分辨率，进而提高物体角度分辨率。例如图 3.3 所示，具有 4 个接收

天线组件的雷达只能探测分辨出一个物体，而具有 8 个接收天线组件的雷达则可

以探测分辨出两个物体。下面详细分析雷达接收天线的个数对角度分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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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接收天线数量对角度分辨率影响示意图 

假设一个雷达具有 N 个接收天线组件，且每个接收天线之间的间距 d 为 2 ，

存在一个物体与雷达之间的夹角为 。则从该物体反射回来并且达到雷达接收天

线阵列产生的相移频率间隔为： 

 
1

2
sind


 


= .  (3.5) 

于此类似，存在另一个与雷达夹角为 +  的物体反射信号到达雷达接收天

线阵列产生的相移频率间隔为： 

 ( )2

2
sind


  


= +  .  (3.6) 

与这两个物体相对应的相移频率间隔的差异为： 

 

( ) ( )( )

(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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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sin

2
co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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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7) 

假设这两个相移频率间隔  可以在 N 点 FFT 中被分辨出来，这就意味着， 

 
2

N


    (3.8) 

结合公式(3.7)和公式(3.8)，可以得到， 

 
cosNd





    (3.9) 

当接收天线彼此间距 d 为 2 ，且在视轴正前方 ( )0 = 时，角度分辨率 re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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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
N

 =   (3.10) 

因此，增加雷达接收天线的数量能够提高雷达的角度分辨率。然而每增加一

个接收天线，就必须要增加相应通道的低噪声放大器，混频器，中频滤波电路和

ADC 等器件，这样会造成成本的急剧上升。在保持接收天线 Rx 数量不变的情况

下，增加发射天线 Tx 的数量，使用 MIMO 雷达[72]，可以实现一种更为经济的方

式提高雷达的角度分辨率。 

3.1.2 MIMO 雷达 

基于 3.1.1 部分的理论，要想将图 3.2 所示的具有 1 个发射天线 Tx，4 个接

收天线 Rx 的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提高一倍，Rx 的个数需要增加一倍，如图 

3.4 所示。相比于这些单发多收的 SIMO 雷达，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使用多发多收

的 MIMO 雷达。 

 

图 3.4 具有 1 个 Tx，8 个 Rx 的毫米波雷达示意图 

MIMO 雷达的基本原理如图 3.5 所示，在保持 4 个 Rx 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 1 个 Tx，这样该雷达系统具有 2 个 Tx 和 4 个 Rx，其中每两个 Rx 的间距

为 d ，两个 Tx 的间距为4d 。从 Tx1 发射的雷达信号到达 4 个 Rx 上的相位依次

为0, , 2 ,3   (以第一个 Rx 为参考)。由于两个 Tx 的间距为4d ，相比于 Tx1 发

射的雷达信号，从 Tx2 发射的雷达信号在发射的时候已经增加了4 sind  的波程，

因此到达 4 个 Rx 的相位依次为 4 ,5 ,6 ,7   。由于增加了一个 Tx2，相当于增

加了4个虚拟的Rx，4个Rx上采集的信号相位差依次为0, , 2 ,3 ,4 ,5 ,6 ,7      ，

所得结果与 1 个 Tx，8 个 Rx 的雷达角度分辨率一致。因此，采用 MIMO 雷达技

术导致(虚拟)接收天线数量的倍增，相应的提高了雷达的角度分辨率。 

可以使用不同的物理天线配置来实现相同的虚拟天线阵列，以增强最后的角

度分辨率。可以根据最后使用的环境，比如易于 PCB 布线等，来选择合适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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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于该项工作涉及到工程化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此不再进一步讨论。 

 

图 3.5 MIMO 雷达原理示意图 

以上介绍了 MIMO 雷达的基本原理，其实质是通过增加 Tx 的数量，来增加

虚拟 Rx 的数量，以此来提高雷达的角度分辨率。但是如何区分同一个 Rx 上接

收到的不同 Tx 发出的信号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该问题有很多种方法

[72]，其中有两种方法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是时分复用(TDM，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另一个是二元相位调制(BPM，Binary Phase Modulation)。 

TDM-MIMO 雷达的基本原理如图 3.6 所示，假设该 MIMO 雷达具有 Tx1 和

Tx2 两个发射天线，该雷达使用锯齿波调制的方式，在每一个发射周期 Tc中 Tx1

和 Tx2 交替发出的调制信号，雷达接收机根据时间差异来区分不同发射天线的

中频信号，并将各自的数据存储用于后续计算。用于数据处理的一帧数据(frame)

包含有很多数据块(block)，每一个数据块包含有很多周期的数据，可以根据最后

计算结果精度的要求来设定合适的数据帧和数据块的数量，多目标检测算法和计

算过程将在下一小节中详细介绍。TDM 是从多个发射天线 Tx 分离出相应信号

的最简单方法，因此使用范围很广。 

 

图 3.6 TDM-MIMO 雷达原理示意图 

TDM 的方法虽然原理和使用比较简单，但是多个发射天线不能同时工作，

不能完全发挥出 MIMO 雷达的全部性能。与之相反，BPM-MIMO 雷达的多个发

射天线可以同时工作，其基本原理如图 3.7 所示。与 TDM 类似，BPM 的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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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一帧数据同样是由很多的数据块构成，每一个数据块由 N 个(Tx 的数量)连

续发射周期的数据构成。与 TDM 不同之处在于，TDM 一个周期内只有一个 Tx

在工作，而 BPM 一个周期内所有的 Tx 都在工作，但是这些 Tx 发射信号的相位

是被调制的。对于每一块的数据，来自多个 Tx 天线的数据可以使用空间码编码，

这样能够在随后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将来自不同发射机的信息进行分类。 

 

图 3.7 BPM-MIMO 雷达原理示意图 

例如图 3.7 所示，假设 S1和 S2分别代表了来自 Tx1 和 Tx2 的同一发射周期

的啁啾信号，在数据块的第一个啁啾信号期间发送 1 2as s s= + 的组合信号。与此

类似，在数据块的第二个啁啾信号期间发送 1 2bs s s= − 的组合信号。使用特定的

接收天线接收相应的信号( as 和 bs )，可以使用 ( )1 2a bs s s= + 和 ( )2 2a bs s s= − 的

关系来分离来自各个发射机的分量。 

3.2 多目标检测算法 

虽然使用 MIMO 雷达能够感知物体的角度信息并同时获得多个目标的位置

和速度信息，但是其检测算法是十分复杂的，基本的算法流程[73]如图 3.8 所示。

雷达的射频前端接收到物体的后向散射信号，与雷达本振信号混频形成中频信号，

经过 ADC 的采样，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经过数字采样以后，要对采集的

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消除噪声和其它干扰信号。对每一个啁啾调制周期内的测量

数据的进行 FFT 计算，以确定目标的位置信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啁啾调制周

期内计算出来的位置信息的相位进行 FFT 计算以获得目标的速度信息。对上述

计算结果的数据信息使用 CFAR 算法，筛选出真正有效的目标。采集不同接收天

线的数据，进行 FFT 计算，以确认目标的角度信息。同一个目标在雷达的探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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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可能不止一个，因此需要将这些雷达探测结果进行聚类(clustering)以确认来

自同一个目标的不同探测结果。将完成聚类操作后的雷达检测结果进行跟踪和分

类，然后将物体的信息输出。 

 

图 3.8 多目标雷达算法流程图 

上述为雷达多目标检测算法的大致流程，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基于锯齿波调制

的 FMCW 雷达详细介绍，其基本原理[73]如图 3.9 所示。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分

别如图 3.9(a)中的实线和虚线所示，调制啁啾信号(Chirp)的周期为T ，雷达调制

带宽为 BWf 。接收信号同时受到物体运动造成的多普勒频移 df 和物体与雷达之间

的距离造成的时移 影响。因此对于锯齿波调制而言，中频信号 beatf 和频移，时

移信号是耦合在一起的，很难将多个目标给区分开，可以通过处理距离-多普勒

的方法来将它们分解开。 

采集多个经过预处理以后的调制周期的中频信号并将其存储在一个数据矩

阵中，如图 3.9 中(b)和图(c1)所示。每一个调制周期的中频信号被存储在数据矩

阵的一列当中，该列数据是来自多个不同物体的反射信号的叠加。对该列数据进

行 FFT 处理以区分不同距离的物体，与第 2 章中单目标雷达算法类似，傅立叶

变换处理将产生具有特定峰值的频谱，并且每个峰值表示在特定距离处存在物体，

该处理过程叫做距离 FFT(range-FFT)，处理结果示意图如(c2)所示。该过程能够

区分距离不同的几个物体，但是对于距离相同，但是速度不同的物体却不能区分

开。 

距离 FFT 以后对应于相同距离的物体在相同位置处具有峰值，但是这些峰

值具有不同的相位，两个紧挨着的这些峰值的相位差可用于估计物体的速度，具

体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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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

 




=   (3.11) 

其中，为雷达载频波长，  为相位差，T 为啁啾信号的周期。 

 

图 3.9 FMCW 锯齿波多目标探测基本原理示意图 

(a)雷达收发信号 (b)相应的中频信号 (c)中频信号处理流程 

然而，当测量时出现多个与雷达相同距离但不同速度的物体，基于紧挨的两

个 range-FFT 以后相同位置处峰值的相位差去计算速度的方法将失去作用。一个

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参加相位估计的数据量，以获得更好的速度分辨率，具

体的就是采集更多啁啾周期的中频信号，使得数据矩阵具有更多的列。在 range-

FFT 以后，将具有相同峰值的数据行进行 FFT 运算，获得不同物体的速度信息，

该过程叫做多普勒 FFT(doppler-FFT)，解算结果示意图如图 3.9(c3)所示。 

经过上述两次 FFT 的计算以后，可以使用二维的 CFAR[74]将多个目标从噪

声中提取出来。二维 CFAR 与 2.4 小节中介绍的一维 CFAR 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

不同之处，其基本原理如图 3.10(a)所示。信号中间的部分是要评估的目标(CUT 

Cell)，环境噪声从其周围的训练单元(Training Band)中提取，参与计算环境噪声

的训练单元的大小通过指定训练单元的行数和列数来确定。为了保护待评估单元

不受训练单元信号的影响，在待评估单元周围存在保护单元(Guard Band)，同理，

保护单元的大小也可以通过指定保护单元的行数和列数来确定。而根据训练单元

内的信号去评估噪声水平的详细方法可以参照一维的 CFAR，其常用的方法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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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CA-CFAR，GOCA-CFAR，SOCA-CFAR 和 OS-CFAR，计算过程由一维扩展

到二维，在此具体过程不再赘述。如果评估单元的信号幅值高于周围的噪声水平

则认为在该处存在一个有效目标，二维 CFAR 的结果示意图如图 3.10(b)和(c)所

示，(b)为经过两次 FFT 以后的结果，(c)为使用 CFAR 以后的结果，可以看出通

过使用二维 CFAR 可以将多个不明显的有效目标提取出来。 

 

图 3.10 二维 CFAR 原理及结果示意图 

(a)二维 CFAR 原理图 (b)FFT 以后的结果 (c)使用 CFAR 以后的结果 

通过上述的两次 FFT 和二维 CFAR 可以知道目标的距离和速度信息，而目

标相对于雷达的角度信息，由 3.1.1 部分的理论可知，可以通过目标到达两个不

同接收天线的相位差去计算。且由公式(3.2)可知，相位差和物体角度 之间成

非线性关系，相位差在角度为零时，灵敏度最高，且随着角度的增加灵敏度逐渐

降低，角度 的估计在解决 0°时，精度是最高的。 

 

图 3.11 角度测量原理示意图 

(a)出现两个相同距离，相同相对速度的物体 (b)角度测量方法 

但是，当相对于雷达出现两个相同距离，相同相对速度的物体时，仅靠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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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接收天线是无法将它们区别开的，例如图 3.11(a)所示。此时需要增加天

线的个数，如图 3.11(b)中所示，采用类似于 range-FFT 或者 doppler-FFT 的思路，

通过在多个接收天线上测量的目标的相位做 FFT 运算，将这两个等距等速的物

体通过相位分开，分别计算其角度，该过程叫做角度 FFT(Angle-FFT)。 

通过接收多个天线的多个啁啾周期的中频信号并将其存储在相应的数据矩

阵中，通过 range-FFT, doppler-FFT 和 angle-FFT 三次快速傅立变换和二维的

CFAR 操作计算出多个目标的距离，速度和角度信息，最后的结果示意图如图 

3.9(c4)所示，其左图为探测到的物体在雷达坐标系 X-Z 下的结果，右图为物体在

距离-速度坐标系下的结果。 

3.3 多目标雷达硬件系统 

在提出基于 MIMO 原理的毫米波雷达硬件系统以前，仔细调研了多家半导

体厂商关于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的解决方案，它们的解决方案各有侧重，具体性能

和特点介绍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MIMO 毫米波雷达硬件解决方案对比表 

解决方案 特点 

RFb 

K-MC4 雷达接收机[75] 

 

1.发射天线 1 个，接收天线 2 个，工作电压 5V，工作电流 140mA； 

2.工作频率 24GHz，调制带宽 180MHz，FOV：30°/12°； 

3.外围尺寸：78*98*7(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模拟数字处理电路； 

4.有效作用距离：行人 37m，汽车 93m； 

5.单只价格￥3600，量大以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InnoSenT 

IVQ-3005 雷达接收机[76] 

 

1.发射天线 1 个，接收天线 2 个，工作电压 5.5V，工作电流 450mA； 

2.工作频率 24GHz，调制带宽 250MHz，FOV：15°/10°； 

3.外围尺寸：117*87*8(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模拟数字处理电路； 

4.单只价格￥4500，量大以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Infineon 

BGT24MTR12[77] 

 

1.发射天线 1 个，接收天线 2 个，工作电压 3.3V，工作电流 210mA； 

2.可以串联使用或搭配 BGT24MR2 等芯片，扩展整个雷达系统的收发

组件数量，以提高系统的角度分辨率； 

3.工作频率 24GHz，调制带宽 250MHz，FOV 依赖于外围电路设计； 

4.芯片外围尺寸：4.5*5.5(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数字模拟处理电路； 

5.单片价格为$5，量大以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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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IWR1642[32] 

 

1.发射天线 2 个，接收天线 4 个，工作电压：1.2V，工作电流：最大

约 1000mA； 

2.作为片上毫米波雷达系统集成了发射机，接收机，混频器，ADC 等

模拟器件，同时包含有 ARM 和 DSP 处理器和控制器，能够实现雷达

信号直接片上计算，具有 SPI，I2C，UARTs 和 CAN 等总线，能够通

过这些总线进行片上资源配置和信号传输； 

3.有效作用距离：行人约 15m，汽车约 80m； 

4.工作频率 76-81GHz，调制带宽 4GHz，FOV 依赖于外围电路设计； 

5.芯片外围尺寸：10.4*10.4(mm)，此外只要搭配外围电源模块即可； 

6.提供的应用资料比较丰富，芯片单价约 20 美元。 

NXP 

MR2001R(Rx)[78] 

MR2001T(Tx) 

MR2001V(VCO) 

 

1.MR2001T 具有发射天线 2 个，MR2001R 具有接收天线 3 个，

MR2001V 为 VCO，必须将这三个芯片组合在一起成为雷达收发机，

工作电压 3.3V，工作电流：MR2001R-240mA，MR2001T-260mA，

MR2001V-180mA； 

2.可以串联多个芯片使用，扩展整个雷达系统的收发组件数量，以提

高系统的角度分辨率； 

3.工作频率 77GHz，调制带宽 1GHz，FOV 依赖于外围电路设计； 

4.芯片外围尺寸：6*6(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数字模拟处理电路； 

5.整套芯片价格约为$40，量大以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ADI 

ADF5901(Tx)[79] 

ADF5904(Rx) 

ADF4159(PLL) 

 

1. ADF5901具有发射天线 2个，ADF5904具有接收天线 4个，ADF4159

为锁相环(PLL)为雷达提供本振，必须将这三个芯片组合在一起成为雷

达收发机，工作电压 3.3V，工作电流：ADF5901-170mA，ADF5904-

170mA，ADF4159-30mA； 

2.工作频率 24GHz，调制带宽 250MHz，FOV 依赖于外围电路设计； 

4.芯片外围尺寸：5*5(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数字模拟处理电路； 

5.整套芯片价格为$50，量大以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ST 

STRADA770[80] 

 

1.发射天线 3 个，接收天线 4 个，工作电压 3.3V； 

2.集成了 12bit 的 ADC，能够通过 SPI 或者 I2C 总线改变芯片配置，

接收通道放大倍数可调； 

3.工作频率 76-81GHz，调制带宽 4GHz，FOV 依赖于外围电路设计； 

4.芯片外围尺寸：9*9(mm)，此外还要搭配外围数字模拟处理电路； 

5.提供的应用资料较少，单片价格未知。 

注：视角(FOV，Field of View) 

综上所述，各大半导体厂商针对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毫米波雷达，提出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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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有的是在 24GHz 频段，有的是在 76GHz 频段。通过对比各家厂商

在工作频段，集成度，功耗，开发友好度以及价格等方面的综合因素，TI 在 2018

年推出并量产的 IWR1642 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是个很好的选择。该款芯片作为

基于 FMCW 雷达技术的集成单芯片雷达传感器，能够在 76 至 81 GHz 频段内工

作，具有高达 4 GHz 的调制带宽，为测距带来了超高的精度。 

IWR1642 作为一个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32]，其内部的结果如图 3.12 所示，

该雷达片上系统集成了2个发射机(Tx)和4个接收机(Rx)，混频器，锁相环(PLL)，

ADC 等器件，其中基于 PLL 的超精度啁啾工具为系统提供稳定的本振信号。

IWR1642 片上系统还集成了 DSP 和 ARM 子系统，其中型号为 C674x 的高性能

DSP 用于 FMCW 雷达系统信号处理，内核为 Cortex-R4F 的 ARM 微处理器则负

责前端配置，控制和校准，以及物体的探测。此外，片上自带内置校准和自检(监

控)系统，以及多项外设，例如，具有高达 6 个 ADC 通道，2 个 SPI 总线，2 个

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UARTs，CAN 总线，I2C 总线等等外设。整个毫米波雷达

系统，包括射频的输出输入，信号的采集，处理，计算，结果的传输等等都可以

在一个芯片内部完成，集成度十分高。 

 

图 3.12 IWR1642 芯片内部结构示意图 

该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可以通过简单的编程更改来实现不同参数的调整，更好

的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应用场景。此外，TI 也提供了完整的平台解决方案，包括硬

件参考设计，软件驱动，实例配置，API 指南以及完整的用户文档。由于该款雷

达具有优越的性能，可以用在液位探测，位移探测，交通监视，安防等不同领域。 

针对盲人辅助这一课题，该款毫米波雷达具有功耗低，集成度高，便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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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体积小等优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本文将该款毫米波雷达作为一个低功

耗的可穿戴设备来检测周围环境，帮助盲人躲避运动和静止的障碍物，实现远距

离的障碍物感知。 

3.4 实验结果 

在比较了各种 MIMO 毫米波雷达的解决方案之后，选择了 TI 的 IWR1642

芯片作为本课题使用的多目标毫米波雷达，来辅助盲人躲避障碍物。本部分主要

通过实验来验证该系统的精度和准确性，主要使用基于 IWR1642 芯片的评估开

发板来进行，该开发板如图 3.13 所示。由于 IWR1642 的集成度较高，其外围仅

搭配射频天线，调试用接口芯片以及电源即可，因此开发板的尺寸很小。需要为

开发板提供 5V 的供电电源，用常见的充电宝即可。从其数据手册来看，该款毫

米波雷达芯片在全部天线工作的状态下，功耗约为 2W[32]。此外雷达系统输出的

检测信息需要通过 MicroUSB 接口上传到便携式 PC 中，通过编写的软件读取相

应结果并将其传递给设备使用者。 

 

图 3.13 基于 IWR1642 的多目标识别毫米波雷达系统 

3.4.1 雷达测距直线度和准确度测试实验 

啁啾信号的线性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拍频信号的准确性，以至于影响到最后结

果的准确性。将啁啾信号线性化的方法分为开环方式和闭环方式两种[63]，闭环方

法在雷达信号传输期间不断起作用以确保连续频率锁定。这种方法能够提供更高

的线性度，但这种方法的成本也更高，特别适用于宽带宽的需要。 

IWR1642 雷达系统[32]基于内部的闭环 PLL，用于合成精准的和线性度超高

的啁啾信号。此外，该片上系统还包括一个内置的处理器，用于 RF 校准和安全

供电电源 5V 

数据传输 MicroUSB 

天线 

IWR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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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基于以上闭环调节的方式，IWR1642 可以实现在调制带宽为 4GHz 的情况

下，线性度做到 0.01%，为该雷达系统实现高精度的测距和较高的距离分辨率奠

定了基础。 

为了评估啁啾信号的线性度和雷达测距的可靠性，使用一个雷达角反射器

(直径约 12 英寸，如图 3.14(b)所示)来进行验证实验。实验场景如图 3.14(a)所示，

一个雷达角反射器固定在前方，用雷达测量出两者之间的距离，通过调整雷达传

感器和角反射器之间的距离得到不同距离处雷达的测量结果。一个长度为 50m

的卷尺放在地上，在用雷达测距的同时，读取卷尺上的相应距离，作为测量真值。

通过拟合不同距离处的雷达测量结果，如图 3.14(c)，可以看出雷达测距的线性

度很高，测距具有很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图 3.14 毫米波雷达直线度验证实验 

(a)实验场景 (b)雷达角反射器 (c)实验结果及其拟合曲线 

相应的测量距离的具体数值如表 3.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雷达系统的测

距误差最大值小于 0.06m，相对误差最大值小于 4%。该测量数据表明，该毫米

波雷达系统的测距精度很高。 

表 3.2 雷达测距精度对比表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1.04 2.05 3.02 4.06 5.06 6.01 7.04 8.04 8.99 9.96 

真值(m) 1.00 2.00 3.00 4.01 5.00 6.00 7.00 7.98 8.96 10.00 

偏差值(m) +0.04 +0.05 +0.02 +0.05 +0.06 +0.01 +0.04 +0.06 +0.03 -0.04 

相对误差(%) 4 2.5 0.67 1.25 1.2 0.17 0.57 0.75 0.33 0.04 

在用雷达角反射器标定的同时，针对盲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人和汽车也进

行了相应的距离测试实验，测试结果分别如表 3.3 和表 3.4 中所示。从表中可以

看出，针对行人，雷达系统的测距误差最大值小于 0.05m，相对误差最大值小于

5%；针对汽车，雷达系统的测距误差最大值小于 0.12m，相对误差最大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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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测量数据表明，该雷达系统的测距精度很高，针对 RCS 为 0.5-1m2行人来

讲，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15m 左右；针对 RCS 为 10m2 左右的小汽车而言，测量

距离能够达到 50m 左右。相比于与距离感知能力仅有 5 米左右的 RGB-D 传感器

相比，能够提前预知障碍物的位置，为盲人提前预警。 

表 3.3 雷达测距精度对比表(行人)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1.05 2.04 3.03 4.98 7.04 8.95 10.04 11.05 12.96 15.05 

真值(m) 1 2 3 5 7 9 10 11 13 15 

偏差值(m) +0.05 +0.04 +0.03 -0.02 +0.04 -0.05 +0.04 +0.05 -0.04 +0.05 

相对误差(%) 5 2 1 0.4 0.57 0.56 0.4 0.45 0.31 0.33 

表 3.4 雷达测距精度对比表(汽车)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雷达测量值(m) 2.96 7.07 9.91 15.08 21.90 30.09 34.90 40.11 45.09 49.88 

真值(m) 3 7 10 15 22 30 35 40 45 50 

偏差值(m) -0.04 +0.07 -0.09 +0.08 -0.10 +0.09 -0.10 +0.11 +0.09 -0.12 

相对误差(%) 1.3 1 0.9 0.53 0.45 0.3 0.29 0.275 0.2 0.24 

3.4.2 多目标测距精度验证实验 

上述的测试实验都是针对单个目标进行的，在该实验的基础上，针对同时探

测多个目标的情况进行了相关实验，实验原理和实验结果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多目标测距精度验证实验 

(a)实验场景 (b)X-Z 坐标系下实验结果 (c)速度-距离坐标系实验结果 

(d) X-Z 坐标系下实验真值 

五个雷达角反射器同时放到雷达前方，其距离，方位和摆放高低各不相同，

如(a)图所示，将雷达固定放置，防止抖动影响最后的测量结果。该雷达系统的探

测结果如图(b)和图(c)所示，其中(b)图为雷达在 X-Z 坐标系下的探测结果，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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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反射器的坐标直接标识在图中，同理(c)图为速度-距离坐标示意图，各个角雷

达反射器的距离和速度值直接标识在图中。在用雷达探测各个角雷达反射器的同

时，用卷尺测量各个反射器的位置，测量结果标识在(d)图中。通过对比(b)图和(d)

图的测量结果，发现针对多目标测量的情况，该毫米波雷达系统同样保持着较高

的测距精度。多次改变雷达和角反射器之间的相对位置，对比雷达测量结果和用

卷尺测量的结果，发现毫米波雷达测量精度保持稳定，在此不再赘述。 

3.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首先阐述了毫米波雷达系统角度测量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 MIMO 雷达并介绍了其实现多目标探测的相关原理。介绍了 MIMO 雷达中频

信号算法流程，通过接收多个天线的多个啁啾周期的中频信号并将其存储在相应

的数据矩阵中，通过 range-FFT, doppler-FFT 和 angle-FFT 三次快速傅立变换和二

维的 CFAR 操作计算出多个目标的距离，速度和角度信息。对比了多家厂商针对

MIMO 毫米波雷达的解决方案，最后了确定了 TI 的 IWR1642 片上毫米波雷达系

统。作为基于 FMCW 雷达技术的集成单芯片雷达传感器，该芯片能够在 76 至

81 GHz 频段内工作，具有高达 4 GHz 的调制带宽。整个毫米波雷达系统，包括

射频的输出输入，信号的采集，处理，计算，结果的传输等等都可以在一个芯片

内部完成，集成度较高。最后针对该多目标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实验，

实验表明，该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针对行人有效测量距离约为 15m，针对小汽车

的有效测量距离约为 50m，具有较高的距离测量精度。并且该雷达系统能够同时

探测多个目标，每个目标的测量精度都比较高，而且测量结果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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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毫米波雷达与深度图像的融合 

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该雷达工作在 76-81GHz 频段，

能够同时探测到多个目标的距离和速度信息，测量结果在不同的光照和天气中保

持稳定，测量距离远远大于盲人辅助领域常用的 RGB-D 传感器的距离感知能力。

但是毫米波雷达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角分辨率远远低于图像传感器。 

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各有优点和缺点，可以将两者的检测结果进行

数据融合，充分利用这两个传感器的优点，并弥补各自的不足[33][73]。比如，毫米

波雷达能够提供较远的距离感知能力和较高的距离分辨率，但是角度分辨率不足；

而 RGB-D 传感器能够提供近处较高的角度分辨率，但是距离感知能力较弱。通

过传感器融合能够同时获得较远的距离感知能力，又能获得近处较高的角度分辨

率。另一方面，传感器的融合也能丰富整个系统的感知能力，比如从图像传感器

中可以知道障碍物的形状和类型，而从雷达传感器中可以知道物体的速度信息。

同时，通过传感器融合能够增强整个系统的鲁棒性，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其中一

个传感器失去作用时，还有一定的感知能力。 

在本章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目标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的多传感器

融合系统，来辅助视障人士实现障碍物的探测，并及时躲避危险物体。具体的融

合方案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毫米波雷达与 RGB-D 传感器融合方案示意图 

基于 FMCW 探测原理的多目标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物体的距离，速度和角度

信息。同时，通过基于 MeanShift 的图像处理算法将深度图中的障碍物的位置信

息给提取出来。在完成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传感器坐标系的标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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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传感器的探测结果统一到一个坐标系下。搭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多传

感器融合框架，通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获得更为准确的障碍物状态估计。但是

由于卡尔曼滤波器具有单峰估计[81]的缺点，不能同时实现多目标信息融合的功

能。因此，在进行数据融合之前需要对各个障碍物进行分别跟踪，在完成跟踪的

基础上，将多个成功跟踪的障碍物分别送入多个卡尔曼滤波器以完成多目标信息

的融合。联合概率数据关联过滤器算法(JPDAF)[82][83][84][85]是复杂场景中最有效的

数据关联算法之一，本文使用其解决多目标跟踪的问题。最后通过非语义立体声

音交互(Non-Semantic Stereophonic Interface)的方式[69][70]，将数据融合后的有效信

息通过骨传导耳机传递给视障人士。视障人士在接收到声音提示后，针对存在的

障碍物做出反应，躲避前方存在的障碍物。 

除技术层面以外，在盲人辅助领域还应该考虑一些其它的因素，比如辅助系

统的价格，尺寸，重量和功耗等等。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设计一个功能强大且具有

成本优势的可穿戴多传感器融合系统，帮助视障人士感知和避开存在的障碍物。

下面将分别介绍该多传感器融合系统的硬件，传感器之间的标定，传感器融合算

法以及实验验证等内容。 

4.1 系统硬件 

针对盲人辅助在传感器体积，功耗和价格等多方面的特殊需求，本文选择了

Intel 公司推出的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86]和 TI 公司推出的 IWR1642 毫米波

雷达系统[32]作为传感器，如图 4.2 所示。一张信用卡放在这两个传感器的旁边，

通过对比发现它们这两个传感器的体积都比较小巧，将它们固定在一个 3D 打印

的支架上面，相对位置保持固定，以方便后续的传感器标定和使用。 

根据数据融合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传感器融合一般分为三种层次[36][37]。即在

物体检测之前(底层融合)[38][39]，在物体探测的层次(融合各个传感器探测到的障

碍物列表)[40][41]和物体跟踪的层次(在物体被检测到之后分别跟踪更新每个传感

器探测到的不同障碍物的状态)[42][43]。本章中的传感器数据融合在物体探测的层

次，该两个传感器分别提供视障人士周围的静止和运动物体的唯一列表，并将列

表中的障碍物一一对应，进行融合。这两个传感器大致放置在一个平面上，且相

对位置保持固定，而雷达的测量相对比较粗糙，所以目前的固定方式能够满足传

感器融合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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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硬件系统示意图 

(a)由 Intel RealSense R200 和 TI IWR1642 毫米波雷达组成的硬件平台 (b)R200 内部结构，

其由左右红外相机、彩色相机、散斑投射器和图像处理器组成 

Intel 公司推出的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86]，结合了主动光双目和被动双

目匹配感知的方式，其基本结构如图 4.2(b)所示。R200 的外壳被拆开后，PCB 裸

板示意图，只有不到一枚硬币的大小，体积很小，功耗比较低，只需要用 USB 供

电即可。它由左右两个红外相机，一个彩色相机，一个红外投射器，一个图像处

理芯片组成。其中红外投射器向外投射静态不可见的近红外的散斑图案，散斑接

触到物体以后形成后向散射的信号，该信号被左右两个红外相机接收。左右红外

相机存在一定的视差，基于这个视差，通过集成在图像处理芯片中的立体匹配算

法，计算并输出深度图。在物体距离较远没有有效散斑信号返回的地方，通过被

动双目匹配的方式，直接通过左右两个红外双目相机存在的视差去计算深度图。

如图 4.3 所示，R200 输出的彩色图和深度图，通过主动光双目和被动双目结合

的方式，R200 在室内和室外环境中表现良好。由于其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体

积小便于携带，功耗低便于长时间使用，较高的性价比等优点，R200 深度相机

非常适合用在盲人辅助领域。 

然而，由于 R200 的有效深度信息距离有限，一般不超过 5m，而且距离的测

量精度一般在 650 到 2100mm 距离范围内表现良好，超过这个距离范围测距精

度下降的比较快，而且还存在一个近似半米的距离盲区，所以很多情况下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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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盲区内的障碍物并不能及时探测到并给予视障人士提醒。相反，基于 FMCW

原理的毫米波雷达系统的距离感知能力较强，基本不存在距离盲区的情况，并且

距离测量精度不会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将这两个传感器融合是一个非常

好的选择，既可以充分利用 R200 的高分辨率优势，又可以利用毫米波雷达的高

距离感知能力和高鲁棒性优势，而且这两个传感器在体积、功耗以及价格上都具

有极大的优势，非常适合用在盲人辅助领域。 

 

图 4.3 R200 输出的彩色图和深度图 

(a)彩色图 (b)深度图 

在进行传感器融合的过程中，两个传感器的视角(FOV，Field-of-View)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之一。R200 包含了彩色相机和红外相机，其中彩色相机的图像分辨

率能够达到 1920×1080，采用的卷帘式快门(rolling shutter)，其水平方向和垂直

方向的 FOV 分别为 70°和 43°。但是在本论文中，为了能够快速的处理图像实

现障碍物的实时预警，将其图像分辨率裁剪为 640×480，如图 4.3(a)所示。左右

两个红外相机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FOV 分别为 59°和 46°，同时为了将深

度图的深度信息能够一一映射在彩色图上，深度图的分辨率也被设置在 640×480，

如图 4.3(b)所示。彩色图和深度图的同步由内部的时序保证，在结果的记录过程

中，彩色相机和红外相机采用自动曝光模式。相比之下，IWR1642 毫米波雷达系

统的水平方向的 FOV为60°，角度分辨率为 15°；垂直方向的 FOV约为 30°，

但是没有垂直方向的角度分辨能力。 

两个传感器的功耗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毫米波雷达的数据手册来看，该

款毫米波雷达芯片在全部天线工作的状态下，功耗约为 2W[32]。从 RealSense R200

的数据手册来看，该深度传感器在深度图和彩色图同时输出的情况下，功耗约为

1.3W[86]。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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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深度图物体检测原理 

深度图物体检测的目的在于从 R200 输出的深度图中提取出静止和运动的物

体。相比于一般的从彩色图中检测物体，深度图物体检测略有不同，其主要利用

不同物体在深度图中的深度略有不同，通过深度差异将不同的物体区分，提取出

物体的深度信息，并基于深度相机的内参，去计算物体在相机坐标系中的位置。 

利用 R200 输出的原始深度图来进行处理，为了将深度不同的物体给检测出

来，采用了 MeanShift 算法[87][88][89]。用 MeanShift 去做图像的分割提取出不同物

体的实质就是通过迭代，将收敛点的像素值代替原来的像素值，从而去除了局部

相似的纹理，同时保留了边缘等差异较大的特征。MeanShift 算法一般分为三个

步骤，即模点搜索，模点聚类(合并相似区域)和兼并小区域。其中模点搜索是为

了找到每个数据点到类中心的距离，但是模点搜索得到的模点太多，并且很多模

点挨得很近，若果将每个模点都作为一类的话，类别太多，容易产生过分割，即

分割太细，所以要合并掉一些模点，也就是合并相似区域。模点聚类后所得到的

分割区域中，有些区域所包含的像素点太少，这些小区域也不是最后想要的，需

要再次合并。 

MeanShift 算法被广泛的应用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领域，已经比较成熟

了。在本论文中，使用 MeanShift 算法在深度差异的帮助下检测物体，所以在此

不做过多的介绍，直接调用 OpenCV[90]中的相关函数来实现图像的分割和检测。

基于 MeanShift 算法的深度图物体检测实验结果如图 4.4 所示，(a1)-(a4)是

RealSense R200 输出的彩色图，(b1)-(b4)是 R200 输出的相应场景下的深度图，

(c1)-(c4)则是最后的检测结果，被检测到的物体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 

该算法的效果在实内和室外都进行了验证，在纹理比较少的室内环境中，比

如图(a1)和(a2)所示场景，R200 通过向外投射散斑图样，使得在一定距离内的深

度图变得稠密，深度图的结果分别如图(b1)和(b2)所示。最终物体被检测出来，检

测结果分别如图(c1)和(c2)所示。而在室外环境中，比如图(a3)和(a4)所示的场景，

由于红外投射器的功率有限，在太阳光的影响下 R200 向外投射的红外散斑很大

一部分被环境光湮灭。但是由于其同时具有被动双目，依然能形成一定距离范围

内的深度图，分别如图(b3)和(b4)所示，最后的检测结果如图(c3)和(c4)所示。 

检测对象的距离为红色检测框中深度信息的平均值，物体在像素坐标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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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 ),u v 为红色框的中心点的位置。在相机内参的帮助下，可以获得探测物体

在相机坐标系下的位置 ( ), ,c c cx y z ，关于相机模型和相机不同坐标系的有关知识

可以参考下一小节 4.3 中所阐述的内容。 

 

图 4.4 深度图物体探测结果示意图 

(a1)-(a4)R200 输出的彩色图 (b1)-(b4)R200 输出的相应场景下的深度图 (c1)-(c4)检测

结果，检测到的物体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 

4.3 传感器之间的标定 

在多传感器的系统中，每个传感器的检测结果都是基于本传感器坐标系的，

而不同的传感器坐标系是不一致的，因此很有必要将不同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统一

到一个共同的坐标系下，以方便后续的数据融合。 

 

图 4.5 针孔相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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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相机使用标准的针孔模型[91]，如图 4.5 所示。设O x y z− − − 为

相机坐标系，习惯上将 z 轴视为相机的前方，x 向右，y 向下，O为相机的光心。

现实世界空间中的一点 P ，经过小孔O投影之后，成像在平面 ' ' 'O x y− − 上的一

点 'P ，该平面称为物理成像平面，其实质为图像坐标系。 

设 P 的坐标为 , ,
T

X Y Z ， 'P 的坐标为 ', ', '
T

X Y Z 并且物理成像平面到小孔

的距离为 f (焦距)，根据三角形的相似关系，可以知道： 

 
' '

Z X Y

f X Y
= − = −   (4.1) 

其中负号表示成的像是倒立的，为了简化模型，将成像平面对称到相机前方，

和三维空间点一起放在相机坐标系的同一侧，即为： 

 
' '

Z X Y

f X Y
= =   (4.2) 

整理得到： 

 

'

'

X
X f

Z

Y
Y f

Z

=

=

  (4.3) 

公式(4.3)刻画了空间中一点 P 和它的像 'P 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是在实际的

相机成像过程中，在成像器件上最终获得的是一个个离散的像素值。为了描述传

感器将所成的图像转化成图像像素的过程，设在物理成像平面上存在一个像素平

面(像素坐标系) o u v− − ，可以在像素平面得到 'P 的坐标为 ,
T

u v 。 

像素坐标系通常认为原点o 位于图像的左上角，u 轴向右与 x 轴平行，v 轴

向下与 y 轴平行。像素坐标系与图像坐标系之间，相差了一个缩放和一个平移。

假设像素坐标在u 轴上缩放了 倍，在v 上缩放了  倍，原点平移了 ,
T

x yc c   ，则

'P 的坐标 ', ', '
T

X Y Z 与像素坐标系 ,
T

u v 的关系为： 

 
'

'

x

y

u X c

v Y c





= +


= +

  (4.4) 

将公式(4.4)代入公式(4.3)中，并将 f 合并为 xf ，将 f 合并为
yf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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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y y

X
u f c

Z

Y
v f c

Z


= +


 = +


  (4.5) 

其中， f 的单位为米， ,  的单位为像素每米，所以 ,x yf f 的单位为像素，

利用齐次坐标系的有关知识将公式(4.5)写成矩阵形式，为： 

 

0

0

1 0 0 1

x x

y y

u f c X

Z v f c Y KP

Z

     
     

=
     
          

  (4.6) 

其中，矩阵 K 被称为相机的内参矩阵(Camera Intrinsic)，一般而言，相机的

内参矩阵在出厂之后是保持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可以通过读取 RealSense 

R200 的固件来知道其内参矩阵。相机的内参矩阵描述的是相机坐标系和像素坐

标系之间的关系，此外，相机还存在外参矩阵(Camera Extrinsic)，该矩阵描述的

是相机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的关系，外参矩阵会随着相机的运动发生改变。由于

相机的外参变化和计算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再具体的阐述。 

与相机相比，一般的毫米波雷达的采用的是 ( ),r  坐标系，如图 4.6 所示，

由于雷达一般没有垂直方向的分辨能力，其探测到的物体没有垂直方向的坐标信

息。将雷达的 ( ),r  坐标系视为一个平面，在该平面内建立正交的o x z− − 坐标系，

并将探测到的物体信息投射到该坐标系上，获得物体在雷达坐标系 o x z− − 上的

坐标 ( ),x z 。 

 

图 4.6 雷达坐标系示意图 

由于相机和雷达两个传感器的坐标系不同，而且将两个传感器固定在一起后，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旋转和平移，所以需要将这两个传感器之间进行标定，以方

便将两者的探测结果统一到一个坐标系下，传感器标定的原理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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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传感器标定原理示意图 

一个待测物体在相机和雷达的坐标系下的探测结果坐标分别为 ( ), ,c c cx y z 和

( ),r rx z 。两个传感器坐标系之间存在一个旋转平移矩阵
RTM ，则：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1 1

c r r

RT

c r r

c

x x m m m x

y M y m m m z

z m m m

       
       

= =
       
              

  (4.7) 

从公式(4.7)中可以看出，该旋转平移矩阵
RTM 由 9 个元素组成。其中， 

  11 12 13

1

r

c r

x

x m m m z

 
 

=
 
  

  (4.8) 

左右两边同时转置，变化为： 

  
11

12

13

1r r c

m

x z m x

m

 
 

=
 
  

  (4.9) 

需要同时采集雷达和相机的多个一一对应的数据点完成相应的计算，则 

 

1 1 1

11

2 2 2

12

13

1

1

1

r r c

r r c

rn rn cn

x z x
m

x z x
m

m
x z x

   
    
    =
    
     

   

  (4.10) 

其实质为 

 xz xR M C=   (4.11) 

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92]来估计矩阵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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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ˆ T T

xz xz xz xM R R R C
−

=   (4.12) 

其中
*M̂ 为M 的估计解，同理，可以求得

RTM 矩阵中的其它元素的值。在具

体的数据求解过程中需要很多在雷达和相机的坐标系中一一对应的数据点来估

计最后的值，具体的数据采集过程如图 4.8 所示。五个雷达角反射器被放置在远

近和高低不同的位置，如图(a)所示，用 RGB-D 深度相机和毫米波雷达同时探测

该场景，探测结果分别如图(b)和图(c)所示，将两个传感器中是同一个目标的探

测信息手动标记匹配，不断改变角反射器和两个传感器的相对位置，以获得更多

的匹配的数据点。最后选择了其中精度满足要求的 46 个匹配的数据点去估计旋

转平移矩阵
RTM 。最后的计算结果为： 

1.0225 0.0039 0.0129

0.0315 0.0099 0.1309

0.0269 1.0190 0.0107

RTM

− − 
 

= −
 
 − − 

. 

 

图 4.8 数据点采集匹配原理示意图 

(a)实验场地放置 5 个不同位置的雷达角反射器 (b)R200 的深度图  

(c)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 

利用上述的计算结果，可以将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果投影到 RGB-D 传感器

的深度图上，但是毫米波雷达检测到的物体有效信息只存在于 xz 平面，因此将

其投影到深度图像上时探测结果会变成一条直线，两个传感器的探测和匹配验证

实验结果如图 4.9 所示。一个物体被毫米波雷达和 R200 同时探测到，彩色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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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所示，深度图和毫米波雷达的投射结果如图(b)所示，其中基于深度图的检

测结果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毫米波雷达的投射结果用绿色的直线标识。两个传

感器的检测结果同时标识在深度图上，其探测结果高度重合，说明上述的旋转平

移矩阵计算正确。然而，基于深度图的检测结果显示，该物体的距离为 2.906m，

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显示该物体的距离为 2.961m，两个传感器的距离检测结

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将两个传感器的检测结果进行融合，以获得更

为精确的状态估计。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算法将在下一小节中详细介绍。 

 

图 4.9 传感器匹配结果示意图 

(a)彩色图 (b)深度图及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 

4.4 传感器融合 

如上所述，x z− 平面中的物体位置是由两个传感器同时测量获得的，在传感

器之间完成标定后，可以在相同的参考系下获得两个传感器的测量结果。考虑到

不同传感器的分辨率、测量噪声以及测量误差，使用卡尔曼滤波器[36][45][73]来实

现不同传感器之间的数据融合，以获得更为准确的状态估计。但是由于卡尔曼滤

波器具有单峰估计[81]的缺点，不能同时实现多目标信息融合的功能。因此，在进

行数据融合之前需要对各个障碍物进行分别跟踪，在完成跟踪的基础上，将多个

成功跟踪的障碍物分别送入多个卡尔曼滤波器以完成多目标信息的融合。下面将

分别详细介绍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框架和基于 JPDAF 的多目标物体跟

踪。 

4.4.1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框架 

直观地来讲，当收集的数据更多时，最终的检测结果也更可靠，然而，仅仅

从不同的传感器收集数据，而没有有效的数据融合机制，即使存在着大量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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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也可能会严重降低最后的状态估计质量[45]。因此使用卡尔曼滤波器将从

不同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进行有效融合。卡尔曼滤波器的基础是贝叶斯公式[93]，它

由一系列的数学公式组成，其基本思想是以最小化均方误差的方式去计算和估计

最后的状态。卡尔曼滤波器被广泛应用在各个方面，在本文中，使用其来完成数

据融合的任务。 

有很多参考文献详细解释了卡尔曼滤波器的数学原理，但是这些解释往往仅

仅阐述其数学原理，而没有具体的应用背景，使人难于理解。还有部分文献针对

于单个目标的单个状态的估计和预测的应用背景去解释卡尔曼滤波器，比如基于

一个雷达测量值的一辆汽车的运动位置估计。很少有文献将卡尔曼滤波用于多个

传感器测量的多个目标的多个状态的融合，比如多个传感器测量的多个汽车的运

动位置和速度的估计。下面基于本文的应用背景，结合使用毫米波雷达和 RGB-

D 深度相机传感器探测障碍物，并且将这两个传感器数据进行融合的实际案例来

说明卡尔曼滤波器在进行数据融合中的具体应用，而忽略其数学公式推导的具体

细节。 

卡尔曼滤波器主要基于预测(Predict)和更新(Update)两个阶段来不断更新目

标的状态信息，其中预测阶段主要负责建立系统的模型，并根据经验和上一时刻

的目标状态去预测下一时刻的目标状态。更新阶段则主要利用多个传感器的实际

测量值去更新和纠正预测阶段目标的状态，以获得更加准确的状态估计。下面结

合具体的卡尔曼滤波公式去说明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参数设置。 

预测阶段： 

 
T

x Fx Bu

P FPF Q

= +


= +
  (4.13) 

其中，x 为状态变量，代表了目标最可能出现的位置。状态变量可以是由传

感器直接测量观察到的变量，也可以是观察到的变量推断出来的隐藏变量。在本

文中，状态变量 x 的值指的是探测到目标的位置坐标和速度信息，即为矢量

 , , ,
T

x y z v 。P 为协方差矩阵，协方差矩阵的对角线包含每个状态变量的方差，

可以给它设置为一个合理的初始值，该值是随着卡尔曼滤波器的迭代而改变的。

在本文中，根据毫米波雷达和 RGB-D 这两个传感器的实际性能，将P 值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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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0 1 0 0

0 0 0.5 0

0 0 0 1

P

 
 
 =
 
 
 

  (4.14) 

F 为状态转移函数，它描述的是根据上一次的信息去预测估计下一次的系统

的状态，与相应系统的模型有关。在本文中，直接采用了线性的系统模型，即该

时刻的系统状态与下一时刻系统状态成线性关系，即，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x x x

y y y
F

z z z

v v v

       
       
       = =
       
       
       

  (4.15) 

其中 
T

x y z v 为估计出来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根据最后的实验效果或不同

的系统模型将 F 设置为合理的值，以确定预估值占的比例合适。 

Q为过程噪声矩阵，在卡尔曼滤波器中采用了 变量=变量+噪声 的方法去

计算预测过程中的变量值，Q描述的是状态变量在预测过程中的噪声，根据本文

采用的两个传感器在预测过程中的噪声水平，将其设置为合适的值，如公式(4.16)

所示。 

 

0.1

0.1

0.05

1

Q

 
 
 =
 
 
 

  (4.16) 

B 和u 分别为控制输入函数和控制输入，卡尔曼滤波器不仅可以用来过滤数

据，还可以将控制系统结合起来，比如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假设此时正在控制一

个机器人，每一个离散时间序列，都会基于当前的位置和速度信息，向机器人发

送转向和速度控制的命令，以精确的控制机器人的动作。而在现在的多传感器融

合系统中，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值是随机出现的，所以本论文中的 B 和u 设置为

零。 

更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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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T T

y z Hx

K PH HPH R

x x Ky

P KH P

−

= −


= +


= +
 = −

  (4.17) 

在更新阶段，主要利用传感器的实际测量值去纠正预测阶段的估计值，使得

最后的状态平均值更加接近目标的真实状态。其中，z 为传感器的测量值，在本

文中代表了深度相机和毫米波雷达的实际测量值，即  
T

c c c r r rx y z x z v 。

y 为残差，描述的是预测值和实际测量值之间的误差，如公式(4.17)中的第一个

公式所示。H 为测量函数，描述的是传感器的多个测量值 z 跟状态变量 x 之间的

关系，如公式(4.18)所示。根据本文使用的线性系统模型，将H 设置为合理的值，

该值也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效果进行调整。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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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y y
y H

x x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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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18) 

R 为测量噪声协方差矩阵，该矩阵描述了系统使用的传感器在测量过程中的

协方差。在实际的应用中，该协方差矩阵是很难准确估计的，比如有的传感器的

测量误差可能会随着温度或者测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在本文中，根据毫米波雷

达和 R200 深度相机这两个传感器的性能，将R 设置为一个较为合理的值，具体

的值如公式(4.19)所示，该值也可以根据后续的实验结果再进一步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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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K 为卡尔曼增益，该值为公式计算的中间变量，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解释了卡尔曼滤波每个参数和公式的具体意义，在卡尔曼滤波器完成初

始化以后，主要基于预测和更新两个阶段来实现数据融合功能，并根据新测量的

数据来更新数据融合的状态。其中，初始化步骤主要负责将卡尔曼滤波器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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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数的设定为合理的初始值，包括设置卡尔曼滤波器的系统参数，系统的模型

以及目标的合理初始位置。预测步骤主要基于初始化阶段设置好的系统传递模型，

以及初始化目标的信息，去预测下一次目标的信息，并调整预测步骤的可信度。

更新阶段主要根据系统传感器的最新测量值，去更新和纠正预测阶段的预测值。

该步骤主要包括了获得测量值并估计其精度，计算预测数值和测量数值的残差，

根据预测或测量的值计算比例因子，根据计算的比例因子重新设置预测和测量的

状态以及根据测量值的可信度去更新目标的状态信息。 

具体的卡尔曼滤波器算法实现的伪代码如表 4.1 所示，该滤波器在成功完成

初始化以后，不断的交替进行预测和更新，以不断更新目标的状态变量。在实际

的实验过程中，卡尔曼滤波器的某些参数需要根据最后的数据融合情况进行进一

步的优化和调整。卡尔曼滤波器的具体实现可以借由 OpenCV 的库去实现，在此

不再进行具体的阐述。 

表 4.1 卡尔曼滤波器算法实现伪代码 

1. Initialization 

1.1. Initialize the state of the filter 

1.2. Initialize our belief in the state 

while (condition == ture) 

{ 

2. Predict: 

2.1. Use process model to predict state at the next time step 

2.2. Adjust belief to account for the uncertainty in prediction 

3. Update: 

3.1. Get a measurement and associated belief about its accuracy 

3.2. Compute residual between estimated state and measurement 

3.3 Compute scaling factor based on whether the measurement or prediction is more 

accurate 

3.4 Set state between the prediction and measurement based on scaling factor 

3.5 Update belief in the state based on how certain we are in the measurement 

} 

在本文中，卡尔曼滤波器的主要任务是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检

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进行融合，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检测信息，更

加精准的状态估计以及更加鲁棒的检测效果。但是由于卡尔曼滤波器是单峰的，

不能实现多个目标有效信息的同时融合。因此需要在利用卡尔曼滤波器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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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前，需要将不同的目标进行分别跟踪，以确定不同时间进入同一卡尔曼滤

波器的为同一个目标。JPDAF 是复杂场景中最有效的数据关联算法之一，本文使

用其解决多目标跟踪的问题，关于 JPDAF 的具体问题将在下一小节中详细讨论。 

4.4.2 基于 JPDAF 的多目标物体跟踪 

JPDAF[82][85]是最有效的数据关联算法之一，常被用来解决复杂环境中的多

目标跟踪问题。JPDAF[83][94]建立在 PDAF(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Filter)的

基础上的用于多目标跟踪的方法，相比之下，PDAF 仅仅能跟踪一个目标。PDAF

算法计算当前时间每个经验证的测量值和被跟踪目标的关联概率，其计算步骤包

括了预测，测量验证，数据关联和状态估计。关于 PDAF 的具体计算过程已经在

文献中[83]给予了详细的解释，本文在此不再进行赘述，而将重点放在 JPDAF 的

模型解释和计算上。 

在多个目标存在的场景中，来自目标的测量值可能出现在目标附近，从而导

致引入干扰。假设目标只能以已知的概率产生至多一次的有效测量结果，而且多

个目标不能产生有效的测量结果。JPDAF 使用每个目标的状态估计和协方差来

总结过去的状态[95]。目标 t的动态模型和测量模型分别如下： 

 ( ) ( ) ( ) ( )1t t t tx k F k x k v k+ = +   (4.20) 

 ( ) ( ) ( ) ( )t t t tz k H k x k w k= +   (4.21) 

在时间 k 时，对于目标 t来讲， ( )tx k 为目标的状态矢量， ( )tz k 为目标的测

量矢量。 ( )tH k 为测量矩阵， ( )tF k 为状态转移矩阵。过程噪声 ( )tv k 和测量噪声

( )tw k 为符合正态分布，方差分别为 ( )R k 和 ( )Q k 的白噪声。 

JPDAF 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测量值和目标之间的联合关联概率，这可以通

过查找所有的适当的联合关联事件来完成。联合关联事件 通过 k 次测量得到，

即： 

 ( )  ( ) 
( )

( )
( )
( )

( )1
11

| 1
j t t

j

k t t

t j D D

j t

P k Z f z k P P
c

     

 
−

−  = −     (4.22) 

其中， 

 ( ) ( ) ( ) ( )ˆ;z | 1 ,
j j jt j j t tf z k N z k k k S k   = −   

  (4.23) 

 ; ,N x u P 表示参数 x 服从均值为u ，方差为P 的高斯分布。使用
kZ 表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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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集，k 为时间序列，c为归一化常数。在事件 中，
jt 是与测量 j 相关联的目

标索引。在时刻 k 时，为已知的杂波空间密度， ( )jz k 为第 j 次的测量结果，

t

DP 为目标 t的检测概率。假如测量 j 与事件 中的任何目标相关，则 ( ) 1j  = ；

假如目标 t与任何测量相关联，则 ( ) 1t  = ，否则为零。 ( )ˆ | 1
jtz k k − 为目标

jt 的预

测测量值，即： 

 ( ) ( ) ( )ˆˆ | 1 | 1
j j jt t tz k k H k x k k− = −   (4.24) 

预测状态为： 

 ( ) ( ) ( )ˆ ˆ| 1 1 1| 1
j j jt t tx k k F k x k k− = − − −   (4.25) 

相关的协方差 ( )
jtS k 为： 

 ( ) ( ) ( ) ( ) ( )| 1 '
j j j jt t t tS k H k P k k H k R k= − +   (4.26) 

其中， ( )| 1
jtP k k − 为预测状态的协方差，与前一时刻的协方差 ( )1| 1

jtP k k− − 有

关， 

 ( ) ( ) ( ) ( ) ( )| 1 1 1| 1 1 ' 1
j j j jt t t tP k k F k P k k F k Q k− = − − − − + −   (4.27) 

测量 j 与目标 t之间联系的可能性
jt 通过将该目标与测量关联发生的联合事件

的联合概率相加来给出，即 

 ( ) ( )  ( )ˆ| ,k

jt jtk P k Z k


   =   (4.28) 

其中当测量 j 在事件 ( )k 中与目标 t相关联时， ( )ˆ , 1jt k  = ，否则为零。 

目标 t的状态估计通过下面的式子获得： 

 ( ) ( ) ( ) ( )ˆ ˆ| | 1 t tx k k x k k W k v k= − +   (4.29) 

 ( ) ( )t jt jt

j

v k v k=   (4.30) 

 ( ) ( ) ( )ˆ | 1jt j tv k z k z k k= − −   (4.31) 

 ( ) ( ) ( ) ( )
1

| 1 't t t tW k P k k H k S k
−

= −   (4.32) 

其中 ( )ˆ |x k k 为 k 时刻时，目标 t的状态估计， ( )jtv k 变量观测值与最佳预测

值之间的差异， ( )tv k 差值的积分， ( )tW k 为目标 t的滤波器增益。协方差通过以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2 

下公式更新： 

 ( ) ( ) ( ) ( ) ( ) ( )0 0| | 1 1 |C

t t t t t tP k k k P k k k P k k P k = − + − +     (4.33) 

 ( ) ( ) ( ) ( ) ( )| | 1 'C

t t t t tP k k P k k W k S k W k= − −   (4.34) 

 ( ) ( ) ( ) ( ) ( ) ( ) ( ) ( )' ' 't t jt jt jt t t t

j

P k W k k v k v k v k v k W k
 

= − 
 
   (4.35) 

其中， ( )|tP k k 为与更新状态相关的协方差， ( )|C

tP k k 为正确测量时状态更

新的协方差， ( )tP k 为变量观测值与最佳预测值之间的差异的传播量， ( )0t k 为

测量时刻 k 时，目标 t与任何测量值无关的概率。 

可以对测量值进行预处理，以降低 JPDAF 的计算量需求。假设真实测量值

是正态分布的，即： 

 ( ) ( ) ( ) ( )1 ˆ| ; | 1 ,kp z k Z N z k z k k S k−  = −      (4.36) 

可以使用一个阈值 将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测量值移除，即： 

 ( ) ( ) ( ) ( ) ( )
1

ˆ ˆ| 1 ' | 1j t t j tz k z k k S k z k z k k 
−

   − − − −       (4.37) 

JPDAF 算法在雷达的多目标跟踪中经常用到，比如雷神公司(Raytheon)的萨

德反导系统[96](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就使用了该套算法。JPDAF 是

多目标跟踪(MTT，Multitarget Tracking)最常用的解决方案之一，本文用其来同时

跟踪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探测到的多个目标。 

4.5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基于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的传感器系统的融合效果，进

行了室内外障碍物探测和数据融合的验证实验。该传感器融合系统的穿戴方式如

图 4.10 所示，集成了 IWR1642 多目标毫米波雷达和 R200 深度相机的 3D 打印

固定架佩戴在胸前，便携式电脑(I5-6300@2.4GHz, 8GB RAM)被放置在背包里面，

毫米波雷达系统和便携式电脑之间通过 USB 连结实现数据传输，R200 深度相机

通过 USB3.0 将产生的深度图上传到便携式电脑中。便携式电脑负责接收雷达系

统上传的探测结果以及 R200 上传的彩色图和深度图，并基于深度图探测目标。

在完成毫米波雷达和深度相机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将这些探测结果完成目标跟

踪和数据融合。为了将探测结果快速的传递给设备使用者，系统使用了非语义的

立体声音交互方式，将最终的检测结果通过声音编码的方式告知设备使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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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传递的硬件设备上，系统采用了基于蓝牙协议的骨传导耳机，骨传导耳机的

好处在于不完全占用使用者的听觉信息，使用者能够在感知障碍物信息的同时，

还能感知外部其他声音。该传感器融合系统完成了多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处理、

融合以及结果的声音传递，最终能够实现约 10FPS 的数据处理和更新速度。 

 

图 4.10 设备佩戴示意图 

4.5.1 现场测试实验 

为了验证传感器融合系统的性能，首先进行了不同环境下的现场测试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 4.11 所示。彩色图如图(a1)-(a7)所示，实验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

R200 产生的深度图和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果如图(b1)-(b7)所示，深度图的物体检

测结果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出来，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果用绿色的直线标识在深

度图中，探测物体的编号表示探测到的第几个物体。基于 JPDAF 算法的物体跟

踪结果如图(c1)-(c7)所示，标识的数字表示成功跟踪到的第几个物体。基于卡尔

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d1)-(d7)所示，融合后的目标信息包括了障碍物的

空间坐标和速度信息，即(x, y, z, v)，这些信息被标识在跟踪结果附近。 

在实验场景 1 中，一辆红色的汽车停在路边，实验时正值中午，阳光比较强

烈，如图 4.11(a1)的彩色图所示。来自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的深度图由于受

到外界光照的影响，直接输出的深度图较为稀疏，在深度图中不能检测出汽车的

存在，如图(b1)所示。与 RGB-D 传感器相反，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比较稳定，

不受外界光照环境的影响，能够检测到前方汽车的存在，其检测结果投影到深度

图上。与此同时，毫米波雷达检测到的物体基于 JPDAF 原理的跟踪效果如图(c1)

所示，最后的数据融合结果标识在图(d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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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现场测试实验结果示意图 

(a1)-(a7)R200 输出相应场景下的彩色图 (b1)-(b7)R200 输出的深度图及其检测结果，检测结

果由红色矩形框标识；毫米波雷达输出的检测结果，由绿色的直线标识 (c1)-(c7)基于

JPDAF 算法的物体跟踪结果 (d1)-(d7)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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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在实验场景 2中，一辆汽车停在前方，实验在傍晚进行，如图 4.11(a2)

所示。此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光照，R200 深度相机直接输出的深度图依然受到外

界光照的影响，不能够检测出汽车的存在，如图(b2)所示。而毫米波雷达由于不

受外部光照变化的影响，检测结果保持稳定，其检测结果被投影到深度图上。毫

米波雷达检测结果的跟踪和融合效果分别如图(c2)和(d2)所示。从这两个实验中

可以看出，通过融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的检测结果，提高了整个系

统的鲁棒性，在外部光照变化时，系统依然能够检测到存在的障碍物。 

在实验场景 3 中，远方约 40 米处存在一辆汽车，如图 4.11(a3)所示。由于

R200 深度相机的有效检测范围一般为 0.6 米到 5 米，所以在深度图中未能及时

发现该车辆，如图(b3)所示。相反，IWR1642 低功耗毫米波雷达的检测范围远远

超过 RGB-D 深度相机的感知范围，所以该毫米波雷达能够在较远距离处及时发

现该目标。毫米波雷达检测结果的跟踪和融合效果分别如图(c3)和(d3)所示。从

该实验中可以看出，通过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进行融合，极大的拓

展了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为视障人士及时发现快速运动的物体并提前做好准备

赢得了时间。 

除了上述所示的因为光照变化和距离因素影响到 RGB-D 深度相机的检测结

果以外，在大部分的情况下，RGB-D 深度相机和毫米波雷达都能够检测到前方

存在的障碍物。如图 4.11(a4)和(a5)所示，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出现在室内环境中。

在这两个实验场景中，毫米波雷达和RGB-D深度相机的探测结果为分别为图(b4)

和(b5)所示。RGB-D 深度相机的检测结果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而毫米波雷达的

检测结果投射在深度图上，用绿色的竖线标识。这两个实验中，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都能够检测到存在的物体，他们探测到的障碍物分别进行跟踪，

跟踪结果分别如图(c4)和(c5)所示。最后的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分

别如图(d4)和(d5)所示，与只有毫米波雷达测量时，增加了障碍物的空间 y 坐标

信息；与只有 RGB-D 深度相机相比，增加了障碍物的速度信息。从这两个实验

中可以看出，通过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进行融合，丰富了系统探测

到的信息，增加了测量精度。 

与此类似，该传感器融合系统也在室外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实验，如图 4.11(a6)

和(a7)所示，一个或者多个雷达角反射器放置在室外环境中。毫米波雷达和 RGB-

D 深度相机的探测结果分别如图(b6)和(b7)所示，RGB-D 深度相机的检测结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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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矩形框标识，而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投射在深度图上，用绿色的竖线标

识。在室外近距离处进行的这两个实验中，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都能

够检测到存在的物体，它们探测到的障碍物分别进行跟踪，跟踪结果分别如图(c6)

和(c7)所示。最后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d6)和(d7)所示。 

现场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FMCW 原理的毫米波雷达可以准确探测到不

同距离和不同角度的障碍物。基于 MeanShift 算法，可以从 RGB-D 相机的深度

图中检测提取到障碍物的信息，并且基于相机的内参可以知道障碍物的深度和位

置信息。使用 JPDAF 算法可以成功跟踪到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探测

到的多个障碍物。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传感器融合框架可以成功的将来自不同传

感器的同一个目标的检测信息进行有效融合。与只有 RGB-D 传感器相比，传感

器融合系统能够有效扩大检测范围，并且系统更加鲁棒，在不同的光照变化条件

下，依然能够准确的感知障碍物的存在。并且通过传感器融合，整个系统获得了

更加准确的和更加丰富的探测信息。 

4.5.2 不同距离处的融合效果验证实验 

为了验证障碍物不同距离时，传感器融合系统的表现，设计实现了不同距离

处的障碍物探测和融合测试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4.12 所示。针对一辆停在路边

的汽车展开实验，测试该汽车与传感器融合系统不同距离时，系统的探测和融合

效果。如图(a1)-(a7)所示，测试距离分别为 2m、4m、8m、15m、20m、30m 以及

40m，一个量程为 50m 的卷尺放在地上，读取卷尺上面的距离值为实验真值。毫

米波雷达和深度相机的测量值分别如图(b1)-(b7)所示，深度相机的检测结果用红

色的矩形框标识，而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投射在深度图上，用绿色的竖线标识。

基于 JPDAF 的目标跟踪结果分别如图(c1)-(c7)所示，最后的数据融合结果分别如

图(d1)-(d7)所示。 

当被测车辆与传感器融合系统的距离分别为 2m 和 4m 时，深度相机和毫米

波雷达都能够成功探测到障碍物。但是当检测距离超过 4m 时，只有毫米波雷达

能够成功检测到汽车的存在，整个实验的测试统计结果如表 4.2 所示。从统计结

果可以看出，在毫米波雷达和深度相机都能够探测到物体的情况下，通过数据融

合能够提高测距的精度。当 RGB-D 深度相机无法检测到距离较远的物体时，通

过数据融合能够将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果作为整个系统的探测结果，扩展了整个



毫米波雷达与深度图像的融合 

87 

系统的感知距离。同时，整个系统的距离测量精度较高，最大融合偏差小于 0.083

米，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0.9%。 

 

图 4.12 不同距离的融合效果示意图 

(a1)-(a7)R200 输出相应场景下的彩色图 (b1)-(b7)R200 输出的深度图及其检测结果，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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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红色矩形框标识；毫米波雷达输出的检测结果，由绿色的直线标识 (c1)-(c7)基于

JPDAF 算法的物体跟踪结果 (d1)-(d7)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 

表 4.2 不同距离处的障碍物探测和融合结果统计表 

场景 a1 a2 a3 a4 a5 a6 a7 

RGB-D 测量值(m) 1.978 3.859 - - - - - 

雷达测量值(m) 2.093 4.042 7.935 15.015 20.142 30.029 39.917 

数据融合值(m) 2.018 3.989 7.935 15.015 20.142 30.029 39.917 

真值(m) 2 4 8 15 20 30 40 

融合偏差(m) +0.018 -0.011 -0.065 +0.015 +0.142 +0.029 -0.083 

相对误差(%) 0.9 0.275 0.8125 0.1 0.71 0.097 0.2075 

4.5.3 声音传递方案和验证实验 

尽管盲人丧失了视力，但是他们的听觉能力变得更加敏感。可以使用语音提

示的方式将传感器融合系统的检测结果告知盲人，但是普通的语义提示方式能够

传递的信息量有限。为了快速的将障碍物的检测信息传递给设备使用者，本文采

用了非语义的立体声交互系统(Non-semantic Stereophonic Interface)[69][70]。在声音

传递的硬件层面，采用了基于蓝牙协议的骨传导耳机，这样在障碍物信息传递的

同时不会完全占用设备使用者的听觉能力，使其还能感知外部环境的其它声音。 

 

图 4.13 声音映射方案示意图 

考虑到毫米波雷达和 RGB-D 深度相机的 FOV 以及其它特点，建立了声音

映射的详细规则，如图 4.13 所示。将探测到的障碍物和数据融合的结果投射到

相机的极坐标系中，并将该极坐标系按照角度分为 5 个部分。RGB-D 传感器的

红外相机 FOV 刚好为 60°，与之相比，毫米波雷达的水平 FOV 为±60°，因

此，只能在两个传感器都覆盖到的角度范围内才能进行数据融合。而在融合角度

范围之外，通过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的危险障碍物则通过普通的语义方式直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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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黑色的直线表示每个部分的边界，而蓝色的虚线表示障碍物的不同距离范围，

根据障碍物的不同角度，认真选择了具有特殊音乐含义的五种乐器来代表障碍物

的方位。视障人士或者设备使用者先通过不同的乐器的音色来区分障碍物的具体

方位，然后进一步通过声音的响度来区分障碍物的不同距离。处在中间位置的乐

器是铜锣(gong)，其具有最独特的音色，很容易与其它乐器区分开来。当铜锣声

音响起的时候，代表了系统前方存在一个障碍物，此时设备使用者要向左或者向

右偏移，以避免与障碍物相撞。与铜锣紧挨着的左右两侧的乐器分别是钢琴(piano)

和木琴(marimba)，他们的音色相似但不像铜锣那么突出。当钢琴和木琴的声音响

起的时候，意味着前部区域的左侧或右侧存在障碍物，视障人士应该根据其提示

去调整其行走方向，以避免与障碍物发生碰撞。在最左侧和最右侧的乐器分别是

单簧管(clarinet)和贝斯(bass)，它们的音色与其它乐器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分别是

木管乐器和弦乐器。单簧管和贝斯所代表的障碍物不会妨碍视障人士前进，视障

人士可以通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转动头部并聆听这些乐器的变化来更详细

地感知障碍物的分布。与此同时，障碍物的速度被映射在乐器的音调参数上，视

障人士可以通过音调参数感知速度信息。 

视障人士可以通过感知不同的乐器以及它们的响度和音调来感知数据融合

后检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距离和速度信息。这种基于非语义立体声接口的信息

交互系统，可以同时实现多个障碍物的预警，能够使视障人士快速的感知周围环

境，与多传感器融合系统有较好的兼容性。 

为了验证该声音交互系统的性能，进行了相应的测试实验，一共有 6 个志愿

者参与了实验。实验场景和原理如图 4.14 所示，实验场地大致为 8×10m，场地

中插有四个雷达角反射器，实验参与人员带上眼罩，并且佩戴传感器探测和融合

系统，在系统提示音的帮助下，从场地的前端走到后端。在实验正式开始前，先

对参试人员进行培训，让其正确佩戴设备，先在实验场进行适应性训练，让其熟

悉该声音交互系统，训练时间为 5 分钟。为了防止参试人员在训练过程中，已经

记住障碍物的位置，在训练结束以后要重新更改雷达角反射器的位置。 

训练结束后，开始正式实验，在实验过程中，记录每位参试人员的行走路线，

同时统计其碰撞次数和行走所需时间。每位参试人员的行走路线标识在图 4.14(b)

中，在测试过程中，参试人员根据系统提示声自主选择路线，完成实验。实验过

程中，要有辅助人员在场，在参试人员将要碰到障碍物的时候给予提醒，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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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伤。在参试人员完成实验后，还要完成相应的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如表 4.3

所示。 

 

图 4.14 声音映射方案实验结果示意图 

(a)实验场景 (b)参试人员的行走路线图 

从图 4.14(b)和表 4.3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第 1 位和第 6 位参试人员的行走

路线基本类似，而且在测试过程中均没有发生碰撞，这两位参试人员分别用时 23

秒和 25 秒完成了测试。第 2 位和第 4 位的行走路线也基本相同，但是第 4 位参

试人员在第一个障碍物位置处发生了碰撞，后来检查发现是传感器的佩戴出了问

题，当纠正错误后，顺利的完成了后续实验，并成功的躲避了其余的障碍物。第

2 位参试人员用时 27 秒完成了实验，但是第 4 位参试人员由于发生了 1 次碰撞，

最后用时 30 秒才完成实验。第 3 位和第 5 位参试人员的路线各有不同，最终分

别用时 26 秒和 23 秒完成测试。在以上 6 位参试人员中，只有第 4 位发生了 1 次

碰撞，其余均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完成了实验。 

表 4.3 声音映射方案实验结果统计表 

参与人员 行走时间(s) 碰撞次数 是否易于佩戴 是否有用 其它建议 

P1 23 0 是 是  

P2 27 0 是 是 增加障碍物识别的功能 

P3 26 0 是 是  

P4 30 1 是 是  

P5 23 0 否 是 使设备的尺寸更小 

P6 25 0 是 是  

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了设备是否易于佩戴，该套系统是否能够辅助视障人士

躲避存在的障碍物以及其它的建议。通过整理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所有的参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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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都觉得该套系统能够帮助视障人士探测和躲避存在的障碍物。六个测试人员

中只有一个觉得该套系统的体积偏大，不利于佩戴，其他的测试人员觉得现在的

避障设备能够方便的佩戴使用。与此同时，还有测试人员建议增加障碍物识别的

功能，这为以后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4.6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针对所使用的多目标探测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两个各自

具有优缺点的传感器，建立了传感器融合系统来辅助视障人士感知和躲避存在的

障碍物。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FMCW 原理的毫米波雷达能够同时探测不同距离和

角度的障碍物，使用 MeanShift 算法能够从深度图中提取到障碍物，并利用相机

的内参矩阵获得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在本章中完成了毫米波雷达和深度相机的坐

标系标定工作，使得两个传感器的探测结果能够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中。基于卡

尔曼滤波器和 JPDAF 的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充分利用这两个传感器的优点，弥

补各自的缺点。实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大幅扩展整个系统的感知

距离，丰富感知信息，并且在外界环境光照变化时，通过传感器融合使得整个系

统的测量结果保持稳定，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最后的实验结果表明，非语义的

立体声交互系统能够将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信息快速的传递给设备使用者，帮助其

感知存在的障碍物。 

该传感器融合系统作为一种可穿戴设备，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性价比高和

易于携带等优点，非常适合用在盲人辅助领域。此外该系统在自动驾驶，无人机，

机器人以及其它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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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体识别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基于多目标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深度图进行数

据融合来辅助视障人士感知和躲避障碍物的传感器融合系统。该融合系统能够同

时利用这两个传感器的优点，弥补各自的不足，有效扩展了视障人士的距离感知

能力，提高了障碍物的状态估计的精度，增强了辅助系统的鲁棒性。 

然而，在上一章中只利用了 RGB-D 传感器输出的深度图，使用 MeanShift

算法从深度图中提取到障碍物的位置信息，而其同步输出的彩色图并未加以充分

利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深度学习[97][98][99]的图像处理技术发展迅速。

由于其具有的优越性能，深度学习技术逐渐被应用在各个领域[100][101][102]。因此，

可以利用 RGB-D 传感器产生的彩色图，基于深度学习的方式，在障碍物探测的

基础上实现物体识别的功能，以获得更多有效的信息来更好的辅助视障人士感知

和躲避存在的障碍物。 

在本章中构建了基于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的障碍物探测，识别和融

合框架，具体的融合方案如图 5.1 所示。该融合方案在利用第 4 章中毫米波雷达

和深度相机障碍物探测的基础上，实现了物体识别的功能。基于 FMCW 原理的

毫米波雷达实现多个目标的探测，获得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信息。利用 MeanShift

算法，在 RGB-D 深度相机输出的深度图上获得障碍物的位置信息。使用深度学

习网络 SSD(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103]或者基于 Mask-RCNN[104]的实例分

割(Instance Segmentation)[105]来完成彩色图上的障碍物的识别工作。 

 

图 5.1 毫米波雷达检测结果与深度图彩色图检测结果融合方案示意图 

在利用最小二乘法完成毫米波雷达和 RealSense R200 的左红外相机标定的

基础上，利用 MATLAB 提供的工具箱[106]完成了 R200 彩色相机和左红外相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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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坐标系标定。在完成传感器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检测

结果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下，并利用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107][108][109]的方法将

来自毫米波雷达，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有效信息给融合起来。至此，可以通过传

感器融合的方法来获得障碍物的位置，速度和类别信息。进一步的，使用普通的

语义提示方式和非语义的立体声提示方式相结合的交互方式，将获得有效信息传

递给设备使用者。 

由于在第 4 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采用的硬件系统，毫米波雷达物体探测原

理，深度图物体检测原理以及毫米波雷达和深度相机的标定等内容，在本章中不

再重复描述。而着重介绍基于 SSD 的物体识别，基于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

以及粒子滤波等新内容，下面将分别开始介绍。 

5.1 基于 SSD 的物体识别 

近年来，目标检测算法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主流的算法一般有两种[110]。

一种是两阶段方法(two-stage approach)，这种方法的代表是 Faster R-CNN，该类

算法在第一阶段首先生成一组稀疏的候选框，然后对这些候选框进行分类与回归，

该类算法能够实现高精度的检测结果。另外一种是一阶段方法 (one-stage 

approach)，比如 SSD，其主要的思路是对图片进行密集抽样，抽样时可以采用不

同的尺度和长宽比，然后提取特征进行分类与回归，整个过程只需要一步，能够

实现较高的效率。 

本文使用的 SSD 属于一阶段方法，相比与 YOLO(You Only Look Once)[111]，

SSD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来直接进行检测，

而不是在全连接层之后做检测。SSD 的基本原理示意图如图 5.2 所示，其提取了

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来做检测，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图和一个比较小的特征图，其中

大尺度特征图可以用来检测小物体，而小尺度特征图用来检测大物体。如图 5.2(b)

所示，8×8 的特征图可以划分更多的单元，但是其每个单元的先验框尺度比较

小。并且，SSD 直接使用卷积对不同的特征图来进行处理，以提取检测结果。同

时，SSD 借鉴了 Faster R-CNN[112]的理念，每个单元设置尺度或者长宽比不同的

先验框，预测的边界框(bounding boxes)是以这些先验框为基准的。一般情况下，

每个单元会设置多个先验框，其尺度和长宽比存在差异，如图 5.2 所示，可以看

到每个单元使用了 4 个不同的先验框，图片中的猫和狗分别采用最适合它们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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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验框来进行训练。 

 

图 5.2 SSD 基本原理示意图 

(a)原始图片 (b)8x8 的特征图 (c)4x4 的特征图 

SSD 采用 VGG16[113]作为基础模型，然后在其基础上新增了卷积层来获得更

多的特征图用于检测。网络包括两个部分，如图 5.3 所示，前面的是基础网络，

用于图像分类的标准网络，但是把涉及到分类的层全部裁掉。后面的网络加入卷

积特征层，得到不同尺度的特征层，从而实现多尺度的目标检测。本文着重于直

接利用 SSD 模型去识别彩色图像中的障碍物，然后将其检测到的障碍物信息与

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深度图的检测结果进行融合，进而获得障碍物的位置，

速度以及类别信息。关于 SSD 模型和深度学习的复杂的数学知识和漫长的训练

过程，不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在此不再进行详细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专门

阅读有关深度学习的文献。 

 

图 5.3 SSD 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本文使用的 SSD 模型基于微软的 COCO[114]数据集训练，能够探测和识别 80

多种物体，包括了视障人士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行人，自行车，汽车以及摩

托车等物体，这对于视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探测和躲避障碍物有很大的帮助。由

于 SSD 网络的特点，其可以在没有 GPU 的帮助下实现近乎实时的物体检测任

务。例如，当输入的彩色图像分辨率为 640×480 时，在笔者的便携式笔记本电

脑上(I5-6300@2.4GHz, 8G RAM)完全检测出一张图片中的内容，仅耗时 100ms

左右。 

mailto:I5-6300@2.4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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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获取分辨率为 640×480 彩色图，并使用 SSD

网络进行处理，实验结果如图 5.4 所示。(a1)-(a4)为获得的实内和室外场景下的

彩色图，(b1)-(b4)为基于 SSD 网络的物体检测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SSD 网

络能够成功从彩色图中获取到行人，车辆等物体的类别信息，以及其在彩色图中

的像素位置。 

 

图 5.4 基于 SSD 网络的物体识别实验 

(a1)-(a4)不同场景下的彩色图 (b1)-(b4)相应场景下的 SSD 检测结果 

5.2 基于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 

与 5.1 小节中描述的 SSD 网络只能用来识别彩色图中的物体相比，随着机

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的进一步发展，单任务的网络结构已经逐渐不再引人瞩目，

取而代之的是集成的，复杂的，能够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网络模型。Mask R-CNN

是一个实例分割的算法[104]，其可以实现多个功能，包括目标检测，即直接在彩

色图上将目标用矩形框标识出来。目标分类，对于检测到的目标，找到其对应的

类别，比如人，汽车，自行车等。语义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115]，即对于

输入的彩色图进行更为精细的像素级目标分割。此外，基于 Mask R-CNN 框架的

实例分割还能实现人体姿势识别等多种任务。 

Mask R-CNN 的基本框架如图 5.5 所示，首先输入一幅图片，对其进行相应

的预处理。然后将预处理的图片输入到一个预训练好的神经网络中获得对应的特

征图。对这个特征图中的每一点设定预定个的感兴趣区域(ROI, Regions Of 

Interest)，从而获得多个候选 ROI。将这些候选的 ROI 送入 RPN(Region Proposal 

Network)[112]网络进行二值分类和回归，过滤掉一部分候选的 ROI。接着，对这些

剩下的 ROI 进行 ROIAlign 操作[104]，即将原图和特征图的像素对应起来，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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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征图和固定的特征对应起来。最后，对这些 ROI 进行分类、回归和蒙板

(MASK)生成。 

 

图 5.5 用于实例分割的 Mask R-CNN 基本框架 

从基本框架中可以看出，为了实现高速和高准确率的目标，Mask R-CNN 借

鉴了经典的目标检测算法 Faster-RCNN[112]和经典语义分割算法 FCN[115]。Faster-

RCNN 可以快速准确的完成目标检测的功能，而 FCN 可以精准的完成语义分割

的功能。可以看出整个 Mask R-CNN 的思路很清晰，就是在原始 Faster-RCNN 的

基础上面增加了 FCN 来产生对应的 MASK 分支。整个 Mask R-CNN 算法非常的

灵活，可以用来完成多种任务，包括目标分类、目标检测、语义分割、实例分割、

人体姿态识别等多个任务。 

与上一小节中所述的 SSD 网络一样，本文着重于直接利用 Mask R-CNN 去

识别彩色图像中的障碍物，然后将其检测到的障碍物信息与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

果，深度图的检测结果进行融合，进而获得障碍物的位置，速度以及类别信息。

有关于 Mask R-CNN 的更深入的知识不再赘述。本文使用的 Mask R-CNN 同样

也是基于微软的 COCO 数据集进行训练，但是由于 Mask R-CNN 的网络结构更

加复杂，在没有 GPU 的帮助下很难做到实时检测。使用与 SSD 测试实验中相同

的彩色图进行实验,如图 5.6 所示, (a1)-(a4)为获得的实内和室外场景下的彩色图，

(b1)-(b4)为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物体检测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能够成功从彩色图中获取到行人，车辆等物体的类别信

息，以及其在彩色图中的像素位置。使用笔者的不带有 GPU 的便携式笔记本电

脑处理一帧图像大约需耗时 2000ms 左右，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来显著提

高和改善 Mask R-CNN 的性能。在这里，仅仅提供一个好的想法来实现彩色图像

的实例分割，与毫米波雷达和深度图进行数据融合，用于辅助视障人士感知和躲

避存在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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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实验 

(a1)-(a4)不同场景下的彩色图 (b1)-(b4)相应场景下的实例分割的结果 

5.3 多传感器标定 

在多传感器的系统中，每个传感器的检测结果都是基于本传感器坐标系的，

而不同的传感器坐标系是不一致的，因此很有必要将不同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统一

到一个共同的坐标系下，以方便后续的数据融合。 

本文使用了 Intel 公司的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该传感器具有两个红外

相机和一个彩色相机，其中 R200 输出的深度图是依靠左右两个红外相机的视差

形成的，并且该深度图是与左红外相机对齐的。在 4.3 部分传感器标定时，已经

完成了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和深度相机的坐标系的标定，即完成了毫米波雷达和左

红外相机的坐标系标定。但是左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旋转

和平移，因此需要将这两个传感器的坐标系进行标定。 

 

图 5.7 左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的标定实验 

标定两个单目相机之间的坐标系关系，一般采用 MATLAB 提供的立体相机

校准工具箱[106]。基本原理如图 5.7 所示，使用左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同时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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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间距已知的棋盘格图像，左图为红外相机拍摄的图片，右图为彩色相机拍摄

的图片。然后将采集的这两个数据集导入到 MATLAB 的工具箱中，该工具箱会

自动计算棋盘格图像的角点，然后计算得到这两个相机之间的旋转和平移矩阵。

经过计算，左红外相机相对于彩色相机的平移矩阵
ICT 和旋转矩阵

ICR 分别为 

  57.8759 0.0434 1.1518 /1000
T

ICT =   (4.38) 

 

0.9999 0.0003 0.0120

0.0003 1 0.0011

0.0120 0.0011 0.9999

ICR

− 
 

= −
 
 − 

  (4.39) 

5.4 基于粒子滤波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 

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融合一般使用卡尔曼滤波器来解决，但是卡尔曼滤波器具

有单峰性，当场景中同时出现多个目标时，必须首先使用 JPDAF 将每个目标进

行跟踪，然后将成功跟踪到的各个目标分别送入到不同的卡尔曼滤波器中去完成

多个传感器检测到的同一目标的信息融合。这使得整个数据融合过程变得非常复

杂和耗时，而且当传感器的数量增多时，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因此，使用基于蒙

特卡罗(Monte Carlo)采样原理的粒子滤波器[107]来完成多目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

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粒子滤波器具有多峰性[108]，能够同时跟踪和融合来自

多个传感器的多个目标。而且，粒子滤波器相比卡尔曼滤波器具有更广泛的使用

范围，当传感器融合系统具有多个变量，系统出现非线性状态或者出现非高斯噪

声[109]的时候，粒子滤波器也同样适用。 

粒子滤波器是递归的贝叶斯状态估计器，其使用离散粒子来近似估计状态的

后验分布，一般包含两个基本步骤：预测和更新。其中，预测指的是在设定系统

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先前的状态来预测当前状态。更新指的是使用当前传感器的

测量值去纠正先前的状态估计。粒子滤波器周期性地重采样，这使得状态空间中

的粒子与估计状态的后验分布相匹配。系统的状态估计由所有粒子的状态组成，

每个粒子代表了一个离散的状态假设，所有粒子的集合用来确定最终状态估计。 

具体的算法流程如图 5.8 所示，当使用粒子滤波时首先要设创建一簇粒子，

并且为其指定合适的参数，比如粒子的数量，粒子的初始位置，粒子重采样的方

法以及粒子的状态估计方法等参数。粒子滤波器的性能取决于粒子的数量，粒子

的数量越多，最后的状态估计就越接近真实情况，但是这样消耗的计算资源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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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创建粒子的时候可以为其设置合理的初始位置，这样避免了经过多次迭代

才到达合理的位置，节省了时间。而粒子的重采样是连续跟踪物体的关键步骤，

它能够使当前的粒子分布状况与当前的系统状态保持一致，而不是使用初始化时

给出的粒子分布。通过在当前估算值附近连续重新采样粒子，可以使系统获得更

准确的位置估计。粒子的状态估计方法是指在多次迭代之后，从粒子的分布状况

及其权重中获取实际状态的最佳估计。一般可以选择所有粒子的平均值，也可以

根据最高权重粒子确定最佳估计值。 

 

图 5.8 粒子滤波基本计算流程示意图 

在为粒子滤波系统设置好初始参数的同时，也要为其设置合适的系统模型，

该模型包括了状态转移函数 (the state transition function)和测量似然函数 (the 

measurement likelihood function)。状态转移函数作为一个回调函数，主要使用以

前的粒子状态并将其演化为下一个状态，输出粒子的预测位置，它在预测阶段使

用。而为了更加准确的演化所有粒子，必须要建立和实现准确的系统模型。在预

测下一个状态后，使用传感器的测量值来纠正预测状态。测量似然函数基于传感

器的测量值给出粒子状态假设的权重，在本质上，它提供了观测的测量值与每个

粒子匹配的似然值。该似然值可以作为预测粒子的权重，以帮助校正它们的初始

位置并获得最佳估计。尽管在预测步骤中，对于某些少量的粒子位置使准确的，

但是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估计和跟踪，要不断的使用传感器的测量值去更新粒子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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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粒子滤波算法实现伪代码及计算公式 

Step 1.1 Initialization 

⚫ For particles 1, ,i N= , do 

-Sample the initial state according to some initial distribution  , that is 
( ) ( )0 0 0

i
x x  

-Compute the initial weights 
( )

( )( )
( )( )

0

0

0 0

i

i

i

p x

x



=  

⚫ Normalize the weights so that 
( )

01
1

N i

i


=
=   

⚫ For 1,2,t =  do 

Step 1.2 Iterations 

-For particles 1, ,i N=  do 

* Sample the state at time t   using the importance distribution q  , that is 

( ) ( )1 1:| ,
i i

t t t tx q x x Z−  

* Update the weight 
( ) ( )

( )( ) ( ) ( )( )
( ) ( )( )

1

1

1

| x |

|

i i i

t t t ti i

t t i i

t t t

p Z p x x

q x x
 

−

−

−

   

where the proportionality constant is such that 
( )

1
1

N i

ti


=
=   

Step 1.3 Resampling 

-Compute  

( )( )
1

2

1

N
i

eff t

i

N 

−

=

 
=  
 
   

-If 
effN    then resample the particles: duplicate particles with large weights and 

suppress particles with low weights. The resulting particles are denoted ( )i
tx  and their weights 

are 
( ) 1i

t
N

 =  (  is a threshold) 

-Otherwise, rename particles, that is, set ( ) ( )i i

t tx x  

在创建好粒子簇，设置好所有的参数并完成初始化过程后，就可以使用粒子

的状态去估计系统的参数，预测系统的下一个状态，如图 5.8 所示的基本流程图。

在预测过程中调用状态转移函数来更新所有粒子的状态，而在这些粒子的状态改

变之后，又从使用的所有传感器中得到测量值，用这些测量值去更新所有粒子的

分布状况，使其更加贴合系统的真实状态。然后根据这些粒子的分布状况和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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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到系统的状态。 

而当最后粒子的状态发生足够大变化时，要根据当前粒子的分布和权重，启

动粒子的重采样。重采样使得符合当前系统状态的粒子权重变大，粒子数量变多，

使得不符合当前系统状态的粒子权重变小，粒子凋亡。如果当前的粒子变化未能

触发重采样，则将使用相同的粒子用于下一次系统状态估计。根据需要重复上述

的预测和更新步骤以使粒子的分布和权重符合系统的状态变化。 

具体的粒子滤波器算法实现的伪代码及计算公式如表 5.1 所示，该滤波器在

成功完成初始化以后，不断的交替进行预测和更新，以不断更新粒子的分布和权

重，适应目标的状态变化。当粒子的状态变化过大，触发重采样，使得粒子的分

布和权重发生新的变化。 

在本文使用的传感器数据融合系统中，使用 1000 个粒子去估计系统的状态，

目标的位置和速度信息被视为状态变量。根据本文使用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和

RGB-D 传感器的实际性能设置合适的协方差矩阵，将这两个传感器的首次检测

结果作为粒子滤波的初始值。下一个预测的粒子状态由状态转移函数确定，该状

态转移函数由系统运动模型确定。测量似然函数给出了状态假设和实际测量值之

间的权重。然后根据该权重值，更新预测的粒子，并得到最佳的系统状态估计值。

当有效粒子数小于一定比例时触发重采样，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粒子滤波器的

某些参数需要根据最后的数据融合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粒子滤波器的

具体实现可以借由 MATLAB 和 C++去实现，在此不再进行具体的阐述。 

在本文中，粒子滤波器的主要任务是将毫米波雷达，RGB-D 传感器的深度

图以及彩色图检测的结果进行融合，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检测信息，更加精准的状

态估计以及更加鲁棒的检测效果。 

5.5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和测试基于毫米波雷达，RGB-D 传感器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障碍

物探测，识别和数据融合系统，进行了室内外各种场景下的障碍物探测和数据融

合的验证实验。该部分实验包括了不同场景下的现场测试实验和不同距离处的融

合效果验证实验，而关于声音传递方案的验证实验，已经在上一章中完成，不再

重复进行。 

在实验过程中，该传感器融合系统的穿戴方式如图  5.9 所示，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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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R1642 多目标毫米波雷达和 RealSense R200 深度相机的 3D 打印固定架佩戴

在胸前，便携式电脑(I5-6300@2.4GHz, 8GB RAM)被放置在背包里面，毫米波雷

达系统和便携式电脑之间通过 USB 线连接实现数据传输，R200 深度相机通过

USB3.0 将产生的深度图和彩色图上传到便携式电脑中。便携式电脑负责接收雷

达系统上传的探测结果，同时接收 R200 上传的彩色图和深度图。基于深度图，

探测到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基于彩色图，获得障碍物的类别信息。在完成毫米波

雷达和深度相机的左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的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将这些探测结

果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下。并基于粒子滤波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将来自毫米波

雷达，深度图和彩色图的检测结果进行数据融合。 

 

图 5.9 检测设备穿戴示意图 

为了将探测结果快速的传递给设备使用者，使用非语义立体声音交互方式和

普通语义提示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将最终的检测结果告知设备使用者。在声音传

递的硬件设备上，采用了基于蓝牙协议的骨传导耳机，骨传导耳机的好处在于不

完全占用使用者的听觉信息，使用者能够在感知障碍物信息的同时，还能感知外

部其他声音。在具体的实现上，采用 C++语言编写并完成了数据采集，障碍物检

测，坐标系转换，数据融合以及声音的产生传递等功能模块。其中在障碍物识别

部分，使用 OpenCV 直接调用基于 COCO 数据集训练的 SSD 网络训练结果和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训练结果。当使用 SSD 网络时，该传感器融合系统完成

了多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处理、融合以及结果的声音传递，最终能够实现约 8FPS

的数据处理和更新速度。而当使用基于 Mask-RCNN 的实例分割时，仅花费在彩

色图像检测上的时间已经高达 2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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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现场测试实验 

为了验证该传感器融合系统的性能，首先进行了不同环境下的现场测试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 5.10 所示。R200 输出的彩色图以及利用 Mask-RCNN 实例分割的

结果如图(a1)-(a7)所示，不同种类的物体被附上了颜色不同的蒙版，并且用蓝色

框标识出来，探测到的物体类别和置信度信息同样被标识出来。实验在室内，室

外，单个物体，多个物体以及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完成。同时，基于 SSD 网络的

探测和识别结果如图(b1)-(b7)所示，探测到的物体用蓝色框标识出来，而且与

Mask R-CNN 类似，探测到的物体类别和置信度信息被标识出来。R200 产生的

深度图如图(c1)-(c7)所示，使用 MeanShift 算法的将深度图中的物体检测出来，

检测结果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出来。基于 FMCW 原理的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

如图(d1)-(d7)所示，整个图描述的雷达探测到的物体在 x z− 坐标系下结果，其中

绿色的点表示探测到的物体，横坐标表示 x 坐标，纵坐标表示 z 坐标。最后，基

于粒子滤波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1)-(e7)所示，粒子的平均位置代表了物体的位

置。 

在实验场景 1 中，一个人站立在楼道中，在彩色图上使用 Mask R-CNN 和

SSD 的方法均能够检测并准确识别到该行人，检测结果分别如图 5.10 中(a1)和

(b1)所示。在环境光和距离合适的条件下，R200 能够产生密集的深度图，基于该

深度图能够准确的检测到障碍物，检测结果如图(c1)所示，根据检测到的深度信

息并利用深度相机的内参矩阵就能够获得目标的位置信息。同时，毫米波雷达也

能够准确的探测到该目标的位置和速度信息，检测结果如图(d1)所示。将这些检

测结果统一到同一的坐标系下，然后放入粒子滤波器，经过几次迭代以后，粒子

的状态开始收敛并基本保持稳定，最终的检测结果如图(e1)所示，这些粒子的平

均位置代表了目标的位置。通过将来自毫米波雷达，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信息进

行融合，可以知道目标的位置信息，速度信息以及类别信息。与只有单个 RGB-

D 深度相机或者只有毫米波雷达相比，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能够丰富最后的检测

结果并获得更加准确的位置估计。 

类似的，在实验场景 2 中，当两个行人出现在楼道中时，基于 Mask R-CNN

和 SSD 的方法均能在彩色图上探测和识别到这两个人，探测结果分别如图 5.10

中(a2)和(b2)所示。由于 R200 产生的深度图的有效距离范围一般只有几米，只有

一个近处的行人被其检测到，另外一个距离稍远，未能在深度图中检测到，深度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4 

图的探测结果如图(c2)所示。相比之下，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则保持稳定，两

个行人均能够被检测到，探测结果如图(d2)所示。经过测试，该款毫米波雷达针

对行人和汽车的有效探测距离分别为 15m 和 80m 左右。最终，基于粒子滤波的

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2)所示。与只有 RGB-D 深度相机相比，传感器融合系统的

有效探测范围被大大拓展了。 

同样，在室外环境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实验场景 3 和实验场景 4 中，

分别有一个人和两个人出现在室外的草坪上，如图 5.10 所示。其中，基于 Mask 

R-CNN 的检测结果分别如图(a3)和图(a4)所示，基于 SSD 的检测结果分别如图

(b3)和图(b4)所示，行人在彩色图上都能够准确的被检测和识别到。在实验场景 3

中，该行人站立在距离传感器约 5.5m 处，由于 RGB-D 传感器的深度图作用距

离有限，其未能在深度图中被检测到，相应的深度图如图(c3)所示。而在实验场

景 4 中，左侧的行人与传感器的距离比较近，因此能够在深度图中被检测到，而

距离较远的右侧行人并未同时被检测到，相应的深度图如图(c4)所示。与 RGB-D

传感器相比，毫米波雷达的作用距离较远，且检测结果对光照变化不敏感，在实

验 3 和实验 4 中的行人都能被检测到，检测结果分别如图(d3)和图(d4)所示。类

似的，基于粒子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分别如图(e3)和图(e4)所示。实验结果表

明，与只有一个 RGB-D 传感器相比，多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提高系统对于不同

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系统的鲁棒性。 

在实验场景 5 中，有两辆汽车停在路边，其能够在彩色图中被检测出来，基

于Mask R-CNN和SSD方法的检测结果分别如图 5.10中的图(a5)和图(b5)所示。

由于两辆车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很远，RGB-D 传感器的深度图并未能将这两辆

车给检测出来，其输出的深度图如图(c5)所示。相比之下，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

果保持稳定，如图(d5)所示。然而，由于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几乎不能

够分辨出汽车的数量。以至于最后的基于粒子滤波的融合结果只有一簇粒子形成，

如图(e5)所示。但是，可以在彩色图检测结果的帮助下，获得障碍物的类别和数

量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雷达的角度分辨能力不高的缺点。实验结果表明，

与只有一个 RGB-D 传感器或者只有一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相比，多传感器的数

据融合能够丰富检测结果的种类，扩展系统的有效感知距离，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在一些极端的光照或者恶劣天气情况下，图像类传感器经常会失去作用，比

如实验场景 6 所示。在晚上，一辆汽车停在路边，此时在 RGB-D 传感器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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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不同场景下的现场测试实验 

(a1)-(a7)不同场景下实例分割的结果 (b1)-(b7)相应场景下 SSD 的检测结果 (c1)-(c7)相应场

景下 R200 深度图，检测到的物体用红色矩形框标识 (d1)-(d7)相应场景下毫米波雷达的检

测结果 (e1)-(e7)相应场景下基于粒子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 

彩色图中，无论采用Mask R-CNN或者 SSD方法均不能检测到该障碍物的存在，

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彩色图检测结果别如图(a6)和图(b6)所示。此时，由于光照下

降或者由于距离超过了 R200 深度相机的感知距离，深度图中也未能检测到该车，

深度图的检测结果如图(c6)所示。相比之下，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保持稳定，

其检测结果如图(d6)所示，最后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6)所示。从这个意义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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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传感器数据融合系统增强了不同光照条件下障碍物检测的鲁棒性。 

在一些复杂的场景下，经常会同时出现多个障碍物，例如在实验场景 7 中，

同时出现了两个行人与三辆汽车。所有的这些车辆和行人在彩色图中都能够被准

确的检测到，基于 Mask R-CNN 和 SSD 方法的检测结果分别如图(a7)和图(b7)所

示。但是由于这些物体都已经超过了深度图的有效感知范围，所以在深度图中并

不能将这些物体给检测出来，R200 输出的深度图如图(c7)所示。由于受到角度分

辨率有限的限制，毫米波雷达只探测到 4 个有效目标，结果如图(d7)所示。最终，

基于粒子滤波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7)所示。在粒子迭代的过程中，有两对相互

靠近的目标，造成了只有两簇粒子的形成。所以在该复杂场景中，基于粒子滤波

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并没有完全将障碍物的信息进行有效区分和融合。尽管该传

感器融合系统在复杂场景中的表现有一定的下降和退步，但是仍然为视障人士感

知并躲避远距离处的障碍物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现场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借助于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整个障碍物感知系统

的有效检测距离得到了显著的扩展。同时，与单个传感器相比，传感器融合系统

能够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获得更准确的状态估计，并且提高了系统在不同环境

下的鲁棒性。 

5.5.2 不同距离处的融合效果验证实验 

为了验证该传感器融合系统在不同距离处的性能和表现，进行了相应的验证

实验。如图 5.11 所示，两辆汽车停靠在路边，使用其作为实验的目标对象，测

量该汽车与传感器不同距离时的系统探测和融合效果。测试距离分别为 2m、4m、

8m、15m、20m、30m、40m 以及 50m，一个量程为 50m 的卷尺放在地上，读取

卷尺上面的距离值为实验真值。图(a1)-(a8)所示为不同距离处的目标基于 Mask 

R-CNN 方法的彩色图检测结果，探测到的物体用蓝色框标识出来，并且物体的

类别和置信度信息同样被标识出来。类似的，图(b1)-(b8)所示为基于 SSD 网络的

彩色图检测结果。图(c1)-(c8)所示为不同距离处的深度图及其检测结果，检测结

果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识。图(d1)-(d8)所示为不同距离处的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

绿色的点表示探测到的物体。最后，基于粒子滤波的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1)-(e8)

所示，粒子的平均位置代表了物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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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不同距离处的融合测试实验 

(a1)-(a8)不同距离处彩色图实例分割的结果 (b1)-(b8)相应距离处 SSD 的检测结果 (c1)-(c8)

相应距离处 R200 深度图，检测到的物体用红色矩形框标识 (d1)-(d8)相应距离处毫米波雷

达的检测结果 (e1)-(e8)相应距离处基于粒子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结果 

当汽车与传感器系统的距离分别为 2m、4m、8m、15m 和 20m 时，在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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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都能够准确检测到汽车的存在，通过统计多次实验数据，以及查阅相应训练

模型数据，基于 COCO 数据集的 SSD 检出率能够达到 80%左右，而基于 COCO

数据集的 Mask R-CNN 的
50

bbAP 能够达到 62%左右，检测的置信度很高。如图(a1)-

(a5)为基于 Mask R-CNN 方法的实例分割结果，图(b1)-(b5)为基于 SSD 网络的检

测结果。然而，只有当距离为 2m 和 4m 时，才能从深度图上检测到该目标，此

时只有车身的一小部分能够形成有效的深度图，如图(c1)-(c2)所示。当两者之间

的距离超过 4m 以后，R200 输出的深度图缺少足够有效的深度信息，不能将目

标给检测出来，如图(c3)-(c5)所示。与图像类传感器相比，毫米波雷达的探测结

果在不同距离时一直保持稳定，并且距离测量的精度较高，如图(d1)-(d5)所示。

然而，由于毫米波雷达的角度分辨率有限，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将紧挨着的两

辆车分开，但是可以从彩色图中获知目标的类别和数量信息。最后，基于粒子滤

波器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结果如图(e1)-(e5)所示。 

但是随着该目标与传感器系统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增加，汽车在彩色图中所成

像的尺寸已经变的非常小了，基于彩色图的检测开始出现错误。例如，当两者之

间的距离为 30m 时，基于 SSD 网络的检测结果开始出现错误，例如图(b6)和图

(b7)所示，但是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虽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但是其检

测结果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精度，如图(a6)和图(a7)所示。与基于彩色图的物体检测

相比，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在距离变化时依然保持稳定。总之，通过基于粒子

滤波器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能够将深度图，彩色图和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进

行有效融合，获得目标的位置，速度，类别以及数量信息。 

表 5.2 不同距离处的障碍物探测和融合结果统计表 

场景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RGB-D 

测量值(m) 
1.978 3.859 - - - - - - 

雷达 

测量值(m) 
2.093 4.042 7.935 15.015 20.142 30.029 39.917 49.797 

融合值(m) 2.018 4.023 7.958 14.987 20.208 29.832 40.124 49.985 

真值(m) 2 4 8 15 20 30 40 50 

融合偏差(m) +0.018 +0.023 -0.042 -0.013 +0.208 -0.168 0.124 -0.015 

相对误差(%) 0.9 0.575 0.525 0.087 1.04 0.56 0.31 0.03 

最终，在不同距离处的 RGB-D 传感器的距离探测结果，毫米波雷达的距离

探测结果，数据融合的结果，以及相应距离处的真值如表 5.2 所示。从表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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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数据可以看出，在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的支持下，通过多传感器的数

据融合使得不同距离处的距离测量精度很高，且结果保持稳定。不同距离处最大

的距离偏差不超过 0.21m，相对误差最大不超过 1.1%。而且，通过多传感器的数

据融合大大拓展了视障人士的距离感知能力，使其能在较远距离处较早的感知到

存在的危险障碍物。 

5.5.3 不同盲人辅助方案性能对比 

本文将低功耗可穿戴毫米波雷达与 RGB-D 传感器的检测结果进行数据融合，

感知和探测存在的障碍物，帮助视障人士躲避存在的障碍物。与基于超声雷达、

激光盲杖以及只有 RGB-D 传感器等解决方案相比在感知距离、系统鲁棒性等方

面有很大的提升。 

下面将详细分析本文提出的传感器融合系统方案与 1.2中所总结的国内外解

决方案的性能在不同方面的对比。详细内容如表 5.3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通

过将低功耗的毫米波雷达引入到盲人辅助领域并于 RGB-D 传感器进行数据融合，

大幅度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相比于其它的解决方案，其能够将感知距离

拓展到 50m 的范围，并且丰富了感知的内容，能够感知障碍物的距离，速度以

及类型信息。由于引入了低功耗的毫米波雷达系统，整个感知系统的鲁棒性得到

加强，在极端光照等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有一定的障碍物感知能力。整个传感器

感知系统的体积较小，功耗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价位较低，能够满足广大视障人

士的消费需求。 

表 5.3 盲人辅助不同方案性能对比表 

 
激光手杖系统 超声传感器 RGB-D 传感器 

传感器融合系统 

(本文) 

感知距离 4m 左右 3m 左右 5m 以内 50m 

感知内容 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距离、类型 障碍物距离、速度、类型 

全盲/半盲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鲁棒性 低 低 低 高 

功耗 高 高 低 低 

价位 高 低 低 低 

体积 大 大 大/小 小 

方案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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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对 RGB-D 深度相机输出的彩色图加以利用，使用深度学习的方

式探测和识别彩色图中的障碍物。实现了基于 SSD 网络的图像探测和识别，以

及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使用基于 COCO 数据集的训练结果，检测和

识别的范围能够包含视障人士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障碍物。并且完成了左红外相机

和彩色相机的坐标系标定工作，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基于粒子滤波器的多传感器

数据融合架构，解决了障碍物的探测，识别和信息融合问题。该传感器融合架构

将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RGB-D 输出深度图的检测结果以及 RGB-D 输出彩色

图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应的数据融合。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图像类传感器感知距离有限，对光线和环境条件比较敏感

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高的缺点。传感器融

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大大扩展，并且探测结果的鲁棒性提高，同时能够使

整个系统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信息。 

该传感器融合系统作为一种可穿戴设备，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性价比高和

易于携带等优点，非常适合用在盲人辅助领域。此外该系统以及传感器融合的算

法在自动驾驶，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其它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总结与展望 

111 

6 总结与展望 

6.1 本文工作总结 

由于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信息是来自视觉的，众多的视障人士获取外

部信息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面临着生活难，工作难，出行难等问题。而传统常

用的盲人辅助方式一般有盲杖和导盲犬。盲杖的检测范围十分有限，而导盲犬的

培养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尚不具备普及的条件。因此，广大视障人士

迫切需要一种高效，廉价，易于佩戴和使用的辅助设备，帮助他们感知世界。 

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用来辅助盲人实现躲避障碍物及正常出行的方案中，

基本包括了基于激光雷达的方案，基于超声波传感器的方案和基于 RGB-D 传感

器的方案。激光雷达能够获得高分辨率的地图信息，高精度的距离和速度信息。

但是在现阶段，全固态激光雷达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机械扫描式激光雷达不仅

体积较大，不适用于可穿戴设备领域，而且价格昂贵，难以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

超声波传感器的能够提供作用距离范围内的障碍物距离和速度信息，而且具有价

格便宜，体积小的优点。但是，超声波传感器经常受到温度，压力和风等因素的

影响，而且作用距离也有限，仅为 5 米左右，同样不适合用于环境变化比较复杂

的盲人辅助领域。RGB-D 传感器在获取周围环境彩色图的同时，还能够同时获

取深度图，用来进行障碍物探测，但是其感应距离有限，而且对光线或外部环境

的变化比较敏感。 

随着技术的发展，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体积变得越来越小，功耗也越来越低，

尤其是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的推出，使得它们在可穿戴设备领域逐步受到重视。

本文在充分调研视障人士真实需求和总结前人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将低功耗的毫

米波雷达引入到盲人辅助领域，用来辅助盲人感知和躲避存在的障碍物，并和

RGB-D 传感器配合使用，搭建了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框架，具体来讲，本文的

主要工作如下： 

1.设计实现了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 

在充分理解毫米波雷达系统的基本构造以及连续波雷达的基本原理的基础

上，使用德国 InnoSenT 公司的毫米波雷达收发机 IVS162 设计实现了低功耗的

基于 FMCW 原理的单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该毫米波雷达系统包括了雷达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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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三角波调制电路以及其它辅助电路等部分。在完成器件

选型，原理图设计，PCB 设计和调试等工作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该单目标毫米

波雷达系统。详细阐述了一般的雷达信号处理流程，包括了数字滤波，数据加窗，

数据补零，FFT，CFAR 等基本过程，将有效目标从背景噪声中提取出来。 

最后的实验表明，该低功耗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帮助盲人提前感知到远距离

障碍物的存在，针对行人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10m, 最大测量误差小于 0.35m，针

对汽车测量距离能够达到 30m，最大测量误差小于 0.5m，距离测量精度较高。

为了将毫米波雷达检测到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同时传递给视障人士，提出了基于参

数映射拟声化方式的声音传递方案。实验结果表明，该声音传递方案能够帮助设

备使用者感知存在的障碍物，相比于普通的语义提示方式具有信息传递量大的优

点。同时进行了现场实地测试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毫米波雷达系统能够探测

到移动物体，并帮助设备使用者安全地穿过斑马线，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设计实现了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 

在充分理解 MIMO 雷达的基本原理以及雷达多目标检测算法的基础上，充

分调研了各种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的解决方案，并最后选定 TI 的片上毫米波

雷达系统。作为基于 FMCW 雷达技术的集成单芯片雷达传感器，该芯片能够在

76 至 81GHz 频段内工作，具有高达 4GHz 的调制带宽。整个毫米波雷达系统，

包括射频的输出输入，信号的采集，处理，计算，结果的传输等等都可以在一个

芯片内部完成，集成度较高。最后针对该多目标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的验证实验，

结果表明，该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针对行人有效测量距离约为 15m，针对小汽车

的有效测量距离约为 50m，具有较高的距离测量精度。并且该雷达系统能够同时

探测多个目标，每个目标的测量精度都很高，而且测量结果保持稳定。 

3.完成了毫米波雷达与深度图检测结果的数据融合。 

针对所使用的多目标探测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两个各自具有优缺点

的传感器，建立了传感器融合系统来辅助视障人士感知和躲避存在的障碍物。使

用了 MeanShift 算法从深度图中提取到了障碍物在图像坐标系中的位置，并结合

深度相机的内参矩阵获得障碍物在相机坐标系中的位置。完成了毫米波雷达坐标

系和深度相机坐标系的标定工作，搭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 JPDAF 的多目标

传感器融合系统，充分利用了这两个传感器的优点，弥补各自的缺点。实验结果

表明，该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大幅扩展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丰富感知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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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外界环境光照变化时，通过传感器融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测量结果保持稳定，

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为了快速的将障碍物的检测信息传递给设备使用者，本文

采用了非语义的立体声交互系统，最后的实验结果表明，该声音交互系统能够及

时快速的将融合信息传递给设备使用者，帮助其感知存在的障碍物。 

4.完成了基于彩色图的物体检测和识别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毫米波

雷达检测结果，深度图探测结果以及彩色图探测结果的数据融合工作。 

在利用 RGB-D 传感器输出深度图的基础上，对其输出的彩色图加以利用，

使用深度学习的方式探测和识别彩色图中的障碍物。实现了基于 SSD 网络的图

像探测和识别，以及基于 Mask R-CNN 的实例分割，能够帮助视障人士检测和识

别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障碍物。在完成左红外相机和彩色相机坐标系标定的基础上，

搭建了基于粒子滤波器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架构，实现了障碍物的探测、识别和

融合。该传感器融合架构将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RGB-D 传感器输出深度图

的检测结果以及 RGB-D 输出彩色图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应的数据融合。通过多传

感器的数据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图像类传感器感知距离有限，对光线和

环境条件比较敏感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高

的缺点。传感器融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感知距离大大扩展，并且探测结果的鲁棒性

提高，同时能够使整个系统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信息。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1.建立了基于视觉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融合感知的理论模型，基于卡尔曼滤

波器和 JPDAF 的多目标跟踪算法，构建了面向盲人视觉辅助的多传感器融合框

架，实现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深度图的检测结果数据融合。 

视障人士在实际的生活中需要面对和适应很多复杂的场景，单个传感器很难

解决所有问题，为此本文搭建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框架，并基于视障人士的使用特

点进行了优化工作。 

搭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 JPDAF 的多目标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将毫米波

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信息，RGB-D 传感器深度图探测到的障碍物

的空间坐标信息进行了数据融合。 

2.基于粒子滤波器的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实现了毫米波雷达、RGB-D 传感器

深度图以及彩色图的检测结果数据融合，提高了环境感知的范围和鲁棒性。通过

以粒子滤波为框架的融合方案，将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位置和速度信息，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4 

RGB-D 传感器深度图探测到的障碍物的空间坐标信息以及 RGB-D 传感器彩色

图识别得到的物体类别信息进行融合。 

基于这两个多传感器融合框架，将毫米波雷达和 RGB-D 传感器探测到的信

息进行了有效整合，实现了不同传感器间的优势互补。极大扩展了视障人士对障

碍物的感知距离，能够做到提前应对远距离处出现快速运动的物体。丰富了感知

信息，使视障人士能够同时感知到障碍物的距离、速度和类别信息。提高了系统

鲁棒性，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增强了系统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该多传

感器融合框架在无人驾驶、无人机、机器人和 SLAM 等领域中也有很高的实用

价值。 

3.将低功耗可穿戴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引入到盲人辅助领域。 

盲人辅助领域一般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激光雷达、单目相机以及 RGB-D 传

感器作为硬件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人使用毫米波雷达作为盲人辅助的传感器。而

在毫米波雷达被广泛使用的自动驾驶领域，存在体积大，功耗高等问题，并不能

直接用于可穿戴设备领域。本文针对毫米波雷达具有能够同时感知不同距离处存

在的障碍物，能够同时测量静止和运动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感知距离远远超

过 RGB-D 传感器并且测量结果稳定性好，精度高等优点，研发了能够用于盲人

辅助领域的低功耗可穿戴毫米波雷达系统。 

6.2 未来工作展望 

盲人辅助技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本文针对视障人士的需求将低功

耗可穿戴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引入到盲人辅助领域，同时完成了毫米波雷传感器和

图像类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工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的工作可以概括为： 

(1)目前的低功耗多目标毫米波雷达角度分辨率不够高，可以使用多枚收发

机串联使用的方法，进一步提高现在的多目标毫米波雷达的角度分辨率，使其能

够感知区分更加复杂环境中的目标。 

(2)目前的图像处理以及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是在通用的便携式笔记本

电脑上实现的，未来可以放在 FPGA 中，实现嵌入式的融合系统，进一步减小整

体传感器的尺寸，并且可以针对盲人辅助领域进行特定优化，进一步提高系统检

测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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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单目相机中获取深度估计以及彩色图，

从而和毫米波雷达配合使用，进一步降低传感器的尺寸和价格，使其更加便于推

广。 

(4)将激光雷达纳入到传感器融合框架中，实现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更加

细致的感知周围环境，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信息，更好的解决视障人士的真实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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