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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相当大数量的视力残障人士。受限于视力障碍，他

们对于障碍物缺乏一定的避障能力，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滤波器的多源传

感器融合系统。该系统结合了 RGB-D 相机和毫米波雷达。RGB-D 相机利用均

值漂移算法实现深度图上的障碍物目标检测，毫米波雷达则使用锯齿波调制的

调频连续波来获得目标物的距离和速度信息。考虑到 RGB-D 相机的有效观测域

较小，而雷达的有效观测域较大，两种传感器的数据的形式有一定的区别，本

文使用信息滤波器融合算法将 RGB-D 相机与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结果进行融合。

信息滤波器融合算法可以快速地融合过剩的测量信息，十分适合本文的数据融

合情况。本文使用信息滤波器进行数据融合后，将其与单一的传感器进行对比，

信息滤波器融合算法能让系统获得更可靠的状态估计。最后使用该传感器融合

系统做了室内外长短距数据测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在不同环境下的具

有良好的鲁棒性以及该系统检测范围得到了扩展。 

关键词：RGB-D 相机；毫米波雷达；信息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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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Limited by visual impairment, they lack certain ability to avoid 

obstacles. In this paper, a multi-source sensor fusion system based on information 

filter is proposed. The system combines RGB-D camera and millimeter wave radar. 

RGB-D camera uses MeanShift algorithm to detect obstacles on depth map, while 

millimeter wave radar uses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FMCW) 

modulated by saw-wave to obtain distance and velocity information of targets. 

Considering that the effective observation area of RGB-D camera is small and that of 

radar is large, the data form of the two sensors is different. In this paper, the fusion 

algorithm of information filter is used to fuse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RGB-D camera 

and millimeter wave radar. Information filter fusion algorithm can quickly fuse 

excess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data fusion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In this paper, the information filter is used for data fusion, and 

compared with a single sensor. The information filter fusion algorithm can make the 

system get more reliable state estimation. Finally, the indoor and outdoor 

long-distance and short-distance data measurement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using 

the sensor fusion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has good 

robustnes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the detection range of the system has been 

expanded. 

Keywords: RGB-D camera; Milimeter Wave Radar; Information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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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截至2010

年，中国的视障人士数量约为1263万人，并以至少每年45万人的速度进行增长。

[1]由于视障人士无法看到障碍物、道路、交通标志，再加上国内普遍存在的盲

道占领，盲道设计不合理的现象，大量视力障碍人士苦于出行安全而不敢出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传感器融合系统。它将RGB-D相机和毫米波

雷达传感器的数据进行了融合，可以对周围的障碍物及其位置进行感知。该系

统可作为智能盲人辅助系统的基础工作。 

2010年，微软公司推出了他们的Kinect相机。在当时，PrimeSense公司开

发Kinect相机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微软公司的Microsoft Xbox 360的体感设备。

Kinect相机主要由彩色摄像头、红外深度摄像头及图形处理器组成。[2]该相机

的RGB彩色摄像头部分的图形分辨率为640×480，运行帧率为30帧，其红外深度

摄像头的图形分辨率为320×240，运行帧率也为30帧。[3]在此之后，华硕发布

了与Kinect相机类似的体感设备Xtion Pro Live。英特尔也推出了他们的

RealSense相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RGB-D相机由于其物

美价廉的特性掀起了一阵浪潮，被认为是一种前景广阔的相机。 

毫米波雷达是使用波长在1-10毫米的电磁波进行探测工作的雷达。由于毫

米波处于微波和远红外的交叉波段，它同时具备微波和远红外波的特性。比如，

毫米波具有较强穿透能力，在各种天气情况均能较准确地获取障碍物的距离、

速度等信息。毫米波雷达强大而稳定的信息获取能力使得其目前在车辆等民用

市场中有着良好的应用优势。毫米波雷达的目标物检出是近年的热点研究。目

前，毫米波雷达在应用中大多数采用调频连续波(FMCW)的技术路线。[4]毫米波

雷达可以通过设计多种形式的探测波形，有效地进行各目标物的距离和速度的

检测。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毫米波雷达较多地利用了回波信号的相位、频率

这些主要信息。 

数据融合是指对多个传感器所提供的关于某几类形式不统一的、内容不完

整的信息的综合整理，最终形成形式统一的、数据完整的信息描述。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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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得以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实现更加合理的决策判断。数据融合的过程

就是通过数学方法、理论进行过滤、分类的过程。在单一传感器受限于其自身

软硬件特性而发展受限时，多源数据融合的优势便体现出来。数据融合在提升

数据可信度、扩大时空探测域、增加目标数据量、改善分辨率、提高系统鲁棒

性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优势。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综述 

1.2.1 RGB-D 相机的研究应用 

RGB-D相机可以同时获取场景内的彩色图像与深度信息图像。以Kinect相

机为例，该款RGB-D相机自带红外结构光发射端，与左右两个红外摄像头配合，

方便快捷地获取深度信息。此外，有的RGB-D相机使用飞时原理进行距离测量。

近年来RGB-D在场景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人像跟踪、姿态分析等

多方面快速发展。 

华盛顿大学的Peter Henry、 Michael Krainin等人与英特尔实验室合作，最

早提出了基于RGB-D相机的SLAM算法。[5]
Peter Henry等人利用尺度不变特征转

换法（SIFT）进行特征提取，结合Depth图像数据进行3D-3D特征配对，使用迭

代最近点法进行数据优化。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的Jurgen Sturm等人与弗莱堡大

学的Nikolas Engelhard等人合作，一同制作了RGBDSLAM标准数据集。[6]弗莱

堡大学的Matthias Luber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在线Boosted使用RGB-D数据的3D

人物检测和跟踪方法。[7]浙江大学的程瑞琦等人提出了使用RGB-D相机和姿态

角传感器融合的地面与障碍检测算法；
[8]
赵向东等人提出了基于RGB-D相机的

无约束人脸识别方法。[9] 

将RGB-D与传统的信息获取设备进行比较，RGB-D传感器提供了更多的信

息。RGB-D相机能够实时获取颜色信息并感知3D场景。不过，RGB-D传感器也

有其缺点，尽管其功能强大到包含了光编码传感器、立体声摄像头，它并没有

提供检测远端物体的能力。在检测物体速度方面，图像类传感器可以应用光流

法等方法实现，但需要较大的计算量，且精度没有雷达传感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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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毫米波雷达的研究应用 

基于调频连续波原理的毫米波雷达，可以同时获得目标物的距离和速度，

并且具有较高的精确度。毫米波雷达的独特波段给予了其优良的抗干扰能力，

使它很少受到照明环境和恶劣天气的影响。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上已

经出现小型化的毫米波雷达，功耗低，成本低，适合作为便携式系统的应用。 

由于车载毫米波雷达的市场需求，国外关于毫米波雷达的研究处于比较领

先的地位。一些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诸如博世、大陆、德尔福、天合、电装等，

以及一些汽车制造大厂如福特、奔驰等均有对毫米波雷达车载化的研究。这些

公司利用毫米波雷达的特性，或多或少的开发了毫米波雷达的车载模组，有的

则借此实现了汽车自动巡航、自动制动等功能。 

目前国内的毫米波雷达研究相较于国外来说，起步时间晚，多为高校的研

究为主。山东大学估计了雷达功率谱；[10]南京理工大学尝试了使用线性调频连

续波进行调制，在毫米波雷达的目标物追踪、探测等领域进行了探索；[11]清华

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等则开发了自适应碰撞预警与巡航系统。[12]
 
[13]

 
[14] 

毫米波雷达具有相当可观的测量深度和优良的抗干扰能力，但其角分辨率

具有局限性，此外某些情况下雷达回波不能被稳定地获取。 

1.2.3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主要可以分为基于统计的方法、基于信息论的方法和基

于认识模型的算法。[15] 

基于统计的融合算法主要有经典推理法、贝叶斯估计法、D-S证据理论等。

经典推理法首先对目标进行假设，得到一个假设和与其对应的备择假设，借此

描述出观测数据与标识的相关概率。经典推理法的缺点在于仅能对两个假设进

行估计，对于多变量数据显得捉襟见肘。贝叶斯估计法利用贝叶斯定理结合观

测证据以及先验概率，来计算出后验概率。它提供了一种预测概率的方式。D-S

证据理论是一种精确推理理论，具有处理未知信息的能力。D-S证据理论考虑了

总体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各个先验假设并没有互不相容的要求。  

基于信息论的融合算法主要有神经网络、熵值法和聚类算法等。神经网络

是一种通过模拟人类的神经元特征，实现大容量并行计算的数学模型。[16]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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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一种数学方法，它可以判断数据的离散程度，而离散程度代表了该数据对

系统综合指标的影响力。[17]聚类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将数据分类聚集，类内数据

相似度最大，类间数据相似度最小。[17] 

基于认识模型的融合算法主要有遗传算法、模糊集理论等方法。遗传算法

模拟了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生物遗传与变异，是一种自适应的最优解搜索方法。

[18]模糊集理论目前已经被用于处理目标身份确认、图像分类问题、传感器决策

层数据融合等方面。[15] 

 

1.3 本文主要内容与结构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雷达与图像识别研究现状的相关调查发现，毫米波雷达

系统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具有较高的目标物的距离与速度信息的提取效率。

毫米波雷达也存在一些缺点，它的原始数据的噪声比较大，需要经过预处理才

能使用，此外还有误检、漏检等方面的问题。毫米波雷达的角分辨率也不是相

当可观。RGB相机可以获取充足的信息，在目标识别分类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低廉的成本也是RGB相机的一个优势。然而RGB相机存在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

缺点。为此，本论文拟将二者取长补短，以多源数据融合的方式获取适应性与

鲁棒性更优的目标识别算法。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 

 

图 1.3.1 本文技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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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首先通过基于MeanShift算法的RGB-D相机目标物分割算法，再结合

获取到的毫米波雷达数据，在同一设备上建立空间坐标同步，并对目标物的运

动状态进行跟踪，最后使用基于贝叶斯估计理论的信息滤波器算法对RGB-D获

取的目标物空间坐标与毫米波雷达获取的目标物距离速度信息进行融合与优化。

本文实现了基于信息滤波器算法的RGB-D与毫米波雷达的数据融合算法。 

本文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概述了当前RGB-D相机、毫米波雷达、数据融合算法的应

用与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最后给出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实现本文工作所依赖的基本理论工具及

其数学表达。包括调频连续波原理、MeanShift算法、贝叶斯估计理论和联合概

率数据互联。 

第三章是本文的主要成果。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滤波器的毫米波雷达与

RGB-D的检出融合算法。主要包括了数据获取、同步与融合三方面。 

第四章是实验与分析，给出了结果的效果图与数据误差分析。 

第五章是总结，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性阐述，以及对未来

的后续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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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2.1 调频连续波（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调频连续波（FMCW）是一种雷达测距测速技术。顾名思义，FMCW是一种

通过对连续信号的频率调制从雷达回波获取信息的方法。频率调制有许多种方

式，例如正弦调制、锯齿波调制、三角波调制等。其中三角波和锯齿波调制都

属于线性调制，使用线性调制方法进行的FMCW被称为线性调频连续波

（LFMCW）。[19]
LFMCW目前是使用最广泛的调频连续波方式，它的工作原理

是将回波和发射波进行混频，得到拍频信号。拍频信号中包含了物体的位置与

速度信息，可以利用傅里叶变换进行频谱分析。以锯齿波为例，如图2.1所示。

[20] 

 

图 2.1.1 FMCW 原理：（a）雷达发射信号（蓝）和回波信号（红），fbeat(以后简称 fb)表示

拍频信号，fd表示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之间的多普勒频移，fBW表示信号带宽。τ表示时延。

（b）拍频 fb关于时间变化的图形表示。（c）傅里叶变换处理拍频 fb信号获取信息。 

使用锯齿波调制毫米波雷达发射端信号，将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作差可以

得到拍频信号fb。拍频信号fb包含了物体的距离信息。而多普勒频移来源于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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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雷达之间的相对位移，对其加以频谱分析可以获得物体的速度信息。目前最

常用的频谱分析方式即是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法。 

对拍频信号进行第一次FFT可以将处于不同距离的物体的相位信息提取出

来，形成一个个的单独峰。每个峰的物理意义即是存在特定距离的物体，而此

时每个峰的相位信息包含了其速度信息，如图2.1（c2）所示。在现实中，必定

会出现同一距离而不同位置的物体，此时需要对图2.1（c2）得到的数据再次进

行FFT，将其隐藏的相位信息提取出来。因为第一次FFT之后得到的结果的相位

包含了速度信息，故第二次FFT之后得到的结果便对应于物体的速度，如图2.1

（c3）所示。此时我们发现雷达依旧不能区分同一距离、同一速度的不同物体。

因此需要再次FFT以获取物体的方位角信息。三次FFT之后，我们已经可以获得

物体的距离、速度、角度信息。 

2.2 MeanShift 算法 

均值漂移算法（MeanShift）是一种聚类算法。[21]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不需要

先验假设；它对概率密度函数的计算完全依赖于特征空间中的样本点，如果采

样充分，必定收敛。 

在此简述一下MeanShift算法。给定特征空间具有d维，其中的数据点集X有

n个数据点，则对于特征空间中的任意一点x的均值漂移向量的基本形式可以表

示为： 

𝑀ℎ =
1

𝐾
∑ (𝑥𝑖 − 𝑥)                       (2 − 1)

𝑥𝑖∈𝑆
ℎ

 

其中，Sh是一个以x为球心的半径为h的d维球区域。而漂移的过程就是将漂

移向量与圆心x的坐标进行矢量相加的过程: 

𝑥′ =  𝑥 +  𝑀ℎ                          (2 − 2) 

这个过程显然是可迭代的，而进行迭代运算后，漂移的结果即是某区域内

数据集密度最大的那个点。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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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MeanShift 算法示意图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外层像素受到背景影响的现象，而显然靠

近模型中心的数据要更为可靠，因此每个采样点的权重不应当为全等的，此时

需要引入核函数和权重系数来提高算法的可靠性。 

如果在计算均值漂移向量时加入高斯核函数G和样本权重w，就可以得到可

靠的漂移向量计算公式为： 

𝑀ℎ
(𝑥) =

∑ 𝐺 (
𝑥𝑖−𝑥

ℎ𝑖
)𝑛

𝑖=1 𝑤(𝑥𝑖)(𝑥𝑖 − 𝑥)

∑ 𝐺 (
𝑥𝑖−𝑥

ℎ𝑖
)𝑛

𝑖=1 𝑤(𝑥𝑖)
              (2 − 3) 

 

2.3 贝叶斯估计 

贝叶斯估计是一种利用贝叶斯定理来进行后验概率预测的方法。贝叶斯估

计将首先参数θ设为先验条件，通过对样本A的观察，结合先验概率p(θ)得到

后验概率p(θ|A)。 

贝叶斯公式可以表达为： 

𝑝(𝜃|𝐴) =
𝑝(𝐴|𝜃)𝑝(𝜃)

∫ 𝑝(𝐴|𝜃)𝑝(𝜃)𝑑𝜃
                   (2 − 4) 

贝叶斯估计的目的是经过风险评估后得到θ的最优估计𝜃。最小均方误差估

计MSE(Mean Square Error)是最常用的贝叶斯风险评估函数: 

MSE = E [(𝜃 − 𝜃)
2

]                     (2 − 5) 

可以证明最优估计𝜃即为给定x时θ的条件期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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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 = E[𝜃|𝐴] = ∫ 𝜃𝑝(𝜃|𝐴)𝑑𝜃                (2 − 6) 

贝叶斯滤波器基于贝叶斯估计原理进行滤波操作。通常根据是否假设所有

概率分布为高斯分布将贝叶斯滤波器分为高斯滤波器与非参数滤波器，高斯滤

波器又可以根据其对高斯分布的表达方式分为卡尔曼滤波器与信息滤波器。而

非参数滤波器又可以根据概率分布的近似方式分为直方图滤波器和粒子滤波器。 

2.4 联合概率数据互联 JPDA （ Joint 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现实测量中，难免遇到杂波密集的测量环境。此时需要使用概率数据互联

PDA来实现单目标跟踪。而JPDA对其进行了改进，JPDA对观测数据和各个观测目

标之间的关联概率进行了计算。它作为一种全邻算法，能够在密集目标的情况

下去的良好的效果。 

由于JPDA并非本文所探究的重点，其具体数学论证可在论文中查阅。[22]本

文在此仅简要表述JPDA的工作原理，而不再给出其数学论证。首先JPDA算法进

行目标物联合概率的计算并使用卡尔曼滤波对目标的状态进行更新，之后搜索

出所有满足关联条件的可行事件，忽略小概率可行事件，得出目标航迹的概率，

实现多目标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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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信息滤波器的毫米波雷达与 RGB-D 的检出融合算法 

3.1 简介 

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算法。首先我们使用了RGB-D

相机和毫米波雷达分别检测多个障碍物。RGB-D相机通过MeanShift算法获得目

标物体的三维空间位置坐标，而毫米波雷达通过FMCW获取物体距离与速度信

息。在PC上，将毫米波雷达坐标系与相机像平面坐标系进行了空间同步。在使

用JPDA进行目标物标号后，终于信息滤波器进行快速的数据融合，得到了本文

的最终研究成果。 

 

3.2 硬件选择 

本文的硬件部分选择了英特尔（ Intel ）的 RealSense R200 和 TI 的

IWR1642BOOST毫米波雷达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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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3.2.1 RealSense 和毫米波雷达模块：(a)RealSense R200 内置 1 个彩色摄像头和左右 2

个红外深度摄像头，中间置有红外投影激光发射模块，以及一个图形处理器。（b）TI 的

集成 DSP 和 MCU 的 IWR1642BOOST 76GHz 至 81GHz 单芯片毫米波传感器评估模块 

英特尔（Intel）公司开发的RealSense R200相机是一款RGB-D相机。它采用

主动投影与被动立体匹配相结合的方式。红外投影激光模块在现场投射近红外

结构光，左右红外相机获取反射的近红外图像，在图形处理器中，经过一个嵌

入的立体匹配算法计算后变成一副深度图。由于RealSense R200采用了主动投影

与立体匹配的原理，在室内外的环境下，RealSense R200都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性能。在体型方面，该相机的厚度与高度都低于一枚一元人民币的直径，长度

小于智能手机的长度，十分易于携带。该相机的彩色摄像头的分辨率为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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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近红外深度摄像头的分辨率为640×480。美中不足的是RealSense R200

的有效成像深度仅为650mm至2100mm。[23] 

TI的IWR1642基于FMCW原理，测量范围大，测量精度高，支持80米以内

的物体测量。IWR1642BOOST如图3.1（b）所示，它的工作频率在76GHz-81GHz

范围之间，具有高达4GHz的连续啁啾。它的输入功率不超过2W。因此IWR1642

是一个精确的低功耗毫米波雷达模块，非常适合本文的实验场景。 

 

3.3 基于 Opencv 的 MeanShift 算法实现深度图特征提取 

本文主要采用MeanShift算法获取图形的特征信息。与普通数字图形处理相

比，本文使用RealSense R200的深度图像实现对目标的检测功能。 

本文采用Opencv提供的MeanShift函数pyrMeanShiftFiltering。严格的来说，

该函数是一种滤波器，由于MeanShift算法可以进行区域的聚类，因此该滤波器

可以将某一区域的颜色以该区域的重心点的颜色进行完全替代，最终将色彩分

布接近的区域的颜色进行中和，侵蚀掉小面积的颜色区域。如果该函数的作用

图像是在一张深度图像上，则我们可以轻松地将不同深度的物体进行分割，进

而进行抓取以实现特征识别的目标。这里还用到了Opencv中的漫水填充函数，

将经过MeanShift算法处理的图像进行颜色重填，以获得更明显的图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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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3.3.1 (a)原彩图(b)深度图(c)经过 MeanShift 算法处理之后的图像(d)使用矩形框抓取特

征并将其呈现在深度图上 

我们将MeanShift算法处理过后的图像中的特征点的深度取平均值，作为该

目标的深度值，并在矩形框的左上角处标明。单位为米。 

此时我们便得到了目标与其深度信息，但由于传感器的硬件原因，我们仍

然无法获得目标的速度，甚至无法获得2100mm外的目标的可靠的距离信息。这

些信息恰好可以由毫米波雷达提供。但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毫米波雷达数据与图

像数据的空间同步，即坐标系校对。 

 

3.4 数据坐标系标定 

尽管从毫米波雷达的数据包中可以获得目标物的距离、速度等信息，从

RGB-D相机可以识别目标物并得到其深度信息，要将两种不同坐标空间的数据

直接融合是不可能的。在此时需要进行非同源数据的空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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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计算，假设RGB-D照相机为针孔相机模型。 

首先单独考虑RGB-D相机的相机坐标与其成像平面坐标之间的变换。相机

坐标指以摄像头为坐标系原点的坐标值，设为(𝑥𝑐,𝑦𝑐, 𝑧𝑐)，并假设成像平面坐标

为(𝑢, 𝑣)。 

则成像平面坐标与相机坐标的变换公式满足： 

[
𝑢
𝑣
1

] =
1

𝑧𝑐
𝐾 [

𝑥𝑐

𝑦𝑐

𝑧𝑐

] =
1

𝑧𝑐
 [

𝑓𝑥 0 𝑐𝑥

0 𝑓𝑦 𝑐𝑦

0 0 1

] [

𝑥𝑐

𝑦𝑐

𝑧𝑐

]               (3 − 1) 

其中矩阵K为相机内参矩阵。 

其次，我们考虑相机坐标系(𝑥𝑐,𝑦𝑐, 𝑧𝑐)与雷达坐标系(𝑥𝑟,𝑦𝑟 , 𝑧𝑟)之间的坐标变

换。由于本文使用的毫米波雷达IWR1642BOOST并没有给出𝑦𝑟的信息，因此雷

达坐标𝑦𝑟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故将雷达坐标的表达方式替换为(𝑥𝑟,𝑧𝑟 , 1)。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坐标变换矩阵M来进行坐标系变换： 

[

𝑥𝑐

𝑦𝑐

𝑧𝑐

] = 𝑀 [
𝑥𝑟

𝑧𝑟

1
]                         (3 − 2) 

本文使用到的实验器材的变换矩阵M由实验给出，为：[20] 

𝑀 =  [
1.0225 −0.0039 −0.0129
0.0315 −0.0099 0.1309

−0.0269 1.0190 −0.0107
]             (3 − 3) 

在空间同步之后，毫米波雷达的数据已经能够在图像空间中呈现并在PC上

查看。 

 

(a)                            (b) 

图 3.4.1 (a)毫米波雷达数据(绿)经过转换被表达在图像平面(b)毫米波雷达数据(红)被表达

在深度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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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图中数据可以发现，两种传感器获得了两种不同的距离信息，RGB-D

相机表示障碍物的距离为2.114米，而毫米波雷达认为2.006米更加符合其准确的

位置。事实上此障碍物的真实距离为2.04米。我们需要对这两种不同的信息融

合起来，以获得更加可靠的数据。 

 

3.5 检测标记方法 

在进行数据融合之前，我们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标记，以确保只有来源于同

一物体的数据被融合算法融合。这是因为毫米波雷达与RGB-D相机的作用域并

不相同，甚至在深度上有很大的区别导致的。这种差异很容易使结果中出现数

据失配的现象。目标的动态标记问题即是目标跟踪问题，目前，JPDA算法已经

可以很好地解决多目标的跟踪问题，我们将其应用至此以区分数据的来源，并

标记目标。 

本文中我们使用了apennisi共享在GitHub上的开源代码JPDAFT Tracker的部

分功能。实现了对雷达数据与图像数据中的目标物的数字代号标记。 

3.6 信息滤波器与数据融合 

之前的工作已经获得来源于RGB-D图像的目标物数据（xc,yc,zc），来源于毫

米波雷达的目标物数据(xr,zr,v),并且已经在图像平面上实现了空间同步，还对这

些数据的来源进行了标记，确保只有同一来源的数据会得到数据融合。考虑到

两组数据类型不同、不同时间点的数据总量由于系统的时不变性质很少、融合

前数据维度数m（（xc,yc,zc,xr,zr,v）6维）大于融合后的数据维度n（（x,y,z,v）4

维）这些因素，我们决定采用信息滤波器IF(Information Filtering)对数据进行最

优状态估计与获得其准确的运动状态。 

信息滤波器是一种类似卡尔曼滤波器KF（Kalman Filtering）的数据融合与

优化方法。它们都是基于贝叶斯估计理论体系的数据融合与优化方式，并且都

基于高斯分布假设的滤波器。它们的区别在于表示高斯分布的方式，卡尔曼滤

波器使用一阶矩和二阶矩描述高斯分布，而信息滤波器使用信息矩阵和信息向

量来描述高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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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滤波器实现了基于预测与更新算法的数据融合功能，这里给出信息滤

波器的多元函数方程： 

信息矩阵Ω与系统均方误差矩阵Σ之间的关系满足互为逆矩阵： 

Ω =  𝛴−1                        (3 − 4) 

信息向量ξ为信息矩阵Ω与系统期望μ的乘积： 

ξ = 𝛴−1𝜇                        (3 − 5) 

矩阵预测： 

𝛺𝑡
̅̅ ̅ =  (𝐴𝑡𝛺𝑡−1

−1 𝐴𝑡
𝑇 + 𝑄𝑡)−1               (3 − 6) 

𝜉�̅� =  𝛺𝑡
̅̅ ̅(𝐴𝑡𝛺𝑡−1

−1 𝜉𝑡−1 + 𝐵𝑡𝑢𝑡)            (3 − 7) 

其中ξ表示状态信息向量，Ω表示状态信息矩阵，𝜉̅为预测信息向量，�̅�为

预测信息矩阵。A表示转移矩阵，Q表示过程噪声，u为控制矩阵，B为控制函数；

u和B在本文的信息滤波过程中设定为0。 

矩阵更新： 

𝛺𝑡 =  𝛺𝑡
̅̅ ̅ +  𝐻𝑡

𝑇𝑅𝑡
−1𝐻𝑡                (3 − 8) 

𝜉𝑡 =  𝜉�̅� +  𝐻𝑡
𝑇𝑅𝑡

−1𝑧𝑡                 (3 − 9) 

其中H为测量矩阵，R为测量噪声，z为测量值。H作为测量矩阵，起到了关

键的维度转换的作用，是6维数据融合为4维数据的关键。最后我们根据公式(10)

和(11)还原出μ向量，即数据最优估计值。 

尽管看起来信息滤波器只是卡尔曼滤波器的对偶形式，它们都来源于贝叶

斯滤波器，但是事实上信息滤波器与卡尔曼滤波器在运算速度上有着一定的区

别。运算速度的差异主要就来源于两者的更新速度差距。 

由上述的数学方程可以看出信息滤波器IF的矩阵更新是多么的轻而易举。

仅仅在预测数据和真实测量数据之间使用加法，就可以得到更新后的状态估计

值。简洁的矩阵更新方式使信息滤波器具有比卡尔曼滤波器更能快速处理高数

量变量的复杂估计情况。而在时不变系统中，当融合前的测量数据维度数m与

融合后数据维度数n满足以下关系时，信息滤波器就能体现优于卡尔曼滤波器的

运算速度：[24] 

𝑚 > 0.75𝑛                        (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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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z向量是由RGB-D提供的目标物数据（xc,yc,zc）和毫米波雷达提供

的目标物数据(xr,zr,v)拼接而成的六维向量，即通常意义上的测量值。而在迭代

计算之后得到最终的信息向量和信息矩阵，以此得到最终估计值μ(x,y,z,v)。对

于本文来说，m = 6，n = 4，显然满足式(16)，使用信息滤波器确实能获得良好

的运行速率。 

至此，我们讨论了目标物检测和数据融合方法。RGB-D相机和毫米波雷达

分别检测多个障碍物，毫米波雷达通过FMCW获取物体距离与速度信息，而

RGB-D相机通过MeanShift算法获得目标物体的三维空间位置坐标。在PC上，将

毫米波雷达坐标系与相机像平面坐标系进行了空间同步。使用JPDA进行目标物

标号后，使用信息滤波器进行快速的数据融合。最终，我们得到了基于信息滤

波器的毫米波雷达与RGB-D的检出融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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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与分析 

4.1 室内短距环境 

为了验证传感器融合系统在室内短距环境的下的工作性能，我们设计了室

内短距环境的实验。 

 

(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a4)                 (b4)                 (c4) 

图 4.1.1 室内短距环境下融合算法的效果。(a1)-(a4)人在不同距离处的彩色图。(b1)-(b4)

人在不同距离处的深度图。(c1)-(c4)人在不同距离处的数据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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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1(a1)-(a4)所示，人站在融合系统的前方，使用手持激光测距仪测得

距离分别为4.200米、3.600米、3.000米、2.400米。毫米波雷达(绿)数据与RGB-D

图像特征识别数据、距离信息皆在图上得到标注。在图4.1(b1)-(b4)中，红框框

出的人体深度信息与绿线标出的毫米波雷达探测数据都在深度图上表现出来。

在图4.1(c1)-(c4)中，信息滤波器对RGB-D的数据与毫米波雷达数据进行了融合，

最终以绿色数值进行显示目标的(x,y,z,v)值。当距离大于4米之后，融合算法认

为RGB-D的深度数据已经因远远超出其工作区间而变得不可信，采用雷达数据

作为主要距离判断依据。 

表格 4.1.1 室内不同距离下普通检测与融合算法检测的比较 

场景 1 2 3 4 

RGB-D 相机 4.798m 3.962m 3.251m 2.474m 

MMW 雷达 4.142m 3.532m 2.905m 2.267m 

融合数据 4.142m 3.749m 3.022m 2.380m 

真实值 4.20m 3.60m 3.00m 2.40m 

相对误差 1.38% 4.14% 0.73% 0.83% 

如表4.1所示，RGB-D相机的数据、MMW雷达的数据、融合算法计算出的

数据、真实值与相对误差被罗列了出来。非常显然的，当距离逐渐变大时，来

源于RGB-D相机的深度数据的可靠程度便会快速下降，误差越来越大，但雷达

依旧能获取到准确的距离信息。而我们通过使用信息滤波器进行数据融合，在

室内短距环境下成功获取了相对误差较小的数据。室内环境的特点是柔光与场

地狭小，景深有限，在室内的场景下RGB-D相机还是能够发挥比较稳定的作用

的，获取的信息量也明显大于MMW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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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室外长距环境 

为了验证传感器融合系统在室内短距环境的下的工作性能，我们设计了室

外长距环境的实验。 

 

 

(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图 4.2.1 室外长距环境下融合算法的效果。(a1)-(a3)车辆在不同距离处的彩色图。(b1)-(b3)

车辆在不同距离处的深度图。(c1)-(c3)车辆在不同距离处的数据融合图。 

如图 4.2(a1)-(a3)所示，融合测量系统的前方是一辆汽车。我们与汽车的

距离通过手持激光测距仪确认，分别为 10.000 米、15.000 米、20.000 米。毫

米波雷达（绿）数据中的距离、速度、(xr, zr)坐标在图上进行了标注。如图

4.2(b1)-(b3)所示，深度图显示，RGB-D 相机在 10米以上这个距离已经完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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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目标进行有效的深度图成像，更不可能提供准确的距离信息了。然而这个

距离完全在毫米波雷达的工作范围之内，它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条件，满足信息

的需求。图 4.2(c1)-(c3)则是数据融合之后的最终结果。类似于图 4.1(c1)的

情况，在 RGB-D 给出的视觉信息不可靠甚至完全消失时，毫米波雷达的数据作

为完全参考量，对其进行轨迹预估后得到数据结果图。 

表格 4.2.1 室外不同距离下普通检测与融合算法检测的比较 

场景 1 2 3 

RGB-D 相机 - - - 

MMW 雷达 10.254m 15.088m 19.775m 

融合数据 10.254m 15.088m 19.775m 

真实值 10.000m 15.000m 20.000m 

相对误差 2.54% 0.58% 1.13% 

如表 4.2所示，在 10-20米的距离观察目标物，RGB-D相机在抓取目标物信

息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无法对目标物的距离信息进行有效的测量。融合数

据 100%来源于 MMW雷达数据。可观的是，相对误差始终控制在一个较低的状态，

这说明利用毫米波雷达和 RGB-D相机融合的方法，确实可以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室外环境的特点是有较大的景深和较强烈的白光干扰。两者对于成像景深有限，

依赖红外结构光进行红外深度成像的 RGB-D 相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干扰。而毫

米波雷达则几乎不会受到这些干扰，毫米波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强穿透能力且

几乎不受白光干扰。在室外的场景下，毫米波雷达的数据是相当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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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由于传感器的多样化发展，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在各个领域极具应用价值。

RGB-D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的数据融合是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和雷达技术等在

光学工程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在此大背景下，研究RGB-D传感器与毫米波雷

达的融合算法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滤波器的RGB-D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的融合算法，

并通过实验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检验。实验结果表明RGB-D相机和毫米波雷达可

以探测到多个不同距离和角度的目标。基于信息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算法可以获

得更可靠的状态估计。此外，与仅使用RGB-D相机进行检测相比较，与毫米波

雷达融合后的系统的有效检测范围明显更广。因此融合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场景

应用能力，这个系统的初衷是用作盲人辅助系统，但事实上可以在自动驾驶、

机器人、监控等诸多领域中应用。 

在将来的工作中，可以结合卷积神经网络来实现目标类型的标记，以实现

更准确的数据源分类。可以考虑将彩色图像直接与毫米波雷达进行融合，以获

得更高分辨率下的检测结果。更高的分辨率意味着许多小型障碍物可以被检测

到，图像信息的利用率得到提高，用于决策的基础信息更加丰富。此外，数据

融合算法也许可以集成至芯片之中，而不再使用PC进行运算，减少系统的负荷，

以期得到真正便携式的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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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结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 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研究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具体研究任务： 

信息获取部分： 

1. 毫米波雷达目标检出：使用毫米波雷达进行目标检出，获取目

标数目、位置坐标、速度等信息。主要使用 FMCW 雷达系统调制毫米波与获

取目标物的位置与速度信息。结合实验，分析雷达探测精度及其影响因子。 

2. RGB 相机目标检出：使用如 Kinect 和 Realsense 等 RGB-D 传

感器获取完整的目标信息。接下来使用 Meanshift 等算法追踪目标物，获取目

标物的数目、位置等信息。同样结合实验，分析 RGB-D 的精度及其影响因子。 

数据融合部分： 

1. 数据整合：由于毫米波雷达与 RGB 相机的视域有别，故其有

互补的可能性。整合毫米波雷达与 RGB-D 的检出数据，用于比对与分析，为

获取更大视域的高精度信息作铺垫。 

2. 算法融合：对整合完毕的数据进行评估，有选择地对数据进行

处理。以“优胜劣汰”的基本思想对重叠的视域内信息进行选择，此外保留非

重叠部分的有效信息，同时对不合理的信息进行剔除。 

 

研究计划： 

要求认真调研毫米波雷达、RGB-D 和多源数据融合的国内外研究

资料，了解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相关研究现状和方案。翻译一篇相关的英文参

考文献，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8 周）： 

1.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毫米波雷达目标检出算法，写一篇综述。

（第 1 周） 

2.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 RGB-D 的目标检出算法，写一篇综述。（第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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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多源数据融合的研究情况，写一篇综述。

（第 3 周） 

4. 学习 FMCW 雷达系统、Meanshift 算法、多元数据融合等。（第

4-7 周） 

5. 翻译文献，撰写开题报告，准备开题答辩。（第 8 周）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1. 编写信息获取部分的程序。（第 9-10 周） 

2. 使用毫米波雷达与 RGB-D 进行目标检出，重复实验获取大量

实验数据。（第 10-11 周） 

3. 准备中期检查。（3 月） 

4. 写好雷达与 RGB-D 的数据融合算法。（第 12 周-13 周） 

5. 根据实验数据调整算法中的参数。（第 14-第 15 周）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1 日： 

1. 再次进行多次重复实验对算法做最后的调整，检验算法的可重

复性。 

2. 撰写论文。准备结题答辩。 

 

 

 

 

起讫日期  2018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2 日 

指导教师（签名）                职称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负责人（签名）                 

2018 年 11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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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论 文（设计）  考 核 

  

一、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评语 

项目基于信息滤波器的 RGB-D 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的融合算法，

并通过实验对进行了检验。实验结果表明 RGB-D 相机和毫米波雷达可

以探测到多个不同距离和角度的目标，较好地实现了项目的设定目标。

论文调研充分，结构合理，分析准确，实验结果较好。 

 指导教师(签名）      

2019 年 5 月 27 日 

二、 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胡子健同学毕业设计题目是结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 相机融合的

目标检出研究，选题顺应了目前多传感器融合的研究趋势。本文综合

了彩色图高分辨率和雷达高精度的双重优势，来达到检出目标的目的。

全文结构基本合理，思路比较清晰，语言比较通顺。毕设答辩良好。 

 

答辩过程中相关记录如下： 

1.信息滤波器的向量具体含义是什么？ 

答：信息向量ξ为系统均方误差的逆矩阵Σ^(-1)与系统期望μ

的乘积，为描述信息融合结果的 n 维向量。信息向量同时包含有系统

均方误差和系统期望的信息，使得计算更为简洁快速。 

2.雷达测距是点还是面？ 

答：比较齐整的面能给毫米波雷达一个平滑的回波信号，雷达

能够比较轻松地获得近处齐整的面的距离。对于远点的信息，物体的

面的平滑度带来的噪声影响下降，故远点的物体也能给雷达一个清晰

的整体信号使雷达将其识别出并给出距离。两个距离相近的面则需要

有比较明显的区分区域，可以是背景，紧密贴合的两个物体有可能被

识别为一个物体。 

3.信息的融合，通俗的讲讲，怎么的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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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矩阵预测步骤得到预测值之后，在矩阵更新的步骤中，

使用 6×4 的测量矩阵将 6 维的测量数据（xc,yc,zc,xr,zr,v）融合至 4 维

（x,y,z,v），然后将其与预测的数据进行结合，得到最优的估计值。 

 

 

 

 

 

 

 

成绩 

比例 

文献综述 

占（10%） 

开题报告 

占（15%） 

外文翻译 

占（5%） 

毕业论文（设计） 

质量及答辩 

占（70%） 

总评成绩 

分值 9 13 4 53 79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9 年 6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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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街和毫米波雷达和 RGB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研究 

学生姓名 胡子健 学 号 3150102149 年级 2015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水平、论

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以光学技术实现助视体现了科学技术帮助人类更好地生活,是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

更多福祉的范例。本课题选择光学助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解决其中的多传感数据融合

问题,具有重要应用需求。作者意在综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图像各自的优势,文献综述涉

及了两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多源数据融合的算法,文献翻译切合本课题。论文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种基于信息滤波器的数据融合算法,从而在获得目标物体的三维空间位置坐标

和物体距离与速度信息,并完成了坐标系的同步和数据融合,在此过程中考虑了数据的

标记和目标的跟踪,在长、短不同距离的环境下进行了实验验证。论文条理清楚,理论分

析到位,实验结果可靠,符合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同意答辩。 

 

 

 修改建议：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的格式需要修正一下,如正文首行缩进 2 字符,图表

应居中等。 

 

 

 

同意答辩  同意修改后答辩  未达到答辩要求  

评阅人签名  评阅人职称  评阅人单位  

 

注：请评阅专家经综合评价后，在相应栏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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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院：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毕业届别：2019 

学生姓名 胡子健 学号                3150102149 专业 光电科学与工程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结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研究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答辩时间 2019.6.5 答辩地点 玉泉校区教三 326 

答辩组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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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息滤波器的向量具体含义是什么？ 

答：信息向量ξ为系统均方误差的逆矩阵Σ^(-1)与系统期望μ的乘积，为描述信息融合

结果的 n维向量。信息向量同时包含有系统均方误差和系统期望的信息，使得计算更为简

洁快速。 

2.雷达测距是点还是面？ 

答：比较齐整的面能给毫米波雷达一个平滑的回波信号，雷达能够比较轻松地获得近处齐

整的面的距离。对于远点的信息，物体的面的平滑度带来的噪声影响下降，故远点的物体

也能给雷达一个清晰的整体信号使雷达将其识别出并给出距离。两个距离相近的面则需要

有比较明显的区分区域，可以是背景，紧密贴合的两个物体有可能被识别为一个物体。 

3.信息的融合，通俗的讲讲，怎么的融合的？ 

答：在矩阵预测步骤得到预测值之后，在矩阵更新的步骤中，使用 6×4 的测量矩阵将 6

维的测量数据（xc,yc,zc,xr,zr,v）融合至 4维（x,y,z,v），然后将其与预测的数据进行

结合，得到最优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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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结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研究 

二、指导教师对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外文翻译的具体要求 

调研毫米波雷达和 RGB 彩色相机的融合感知目标检出方案，了

解当前流行的融合方法和融合原理，在此基础上给出本课题所

使用的目标检出方法，给出研究计划。 

 

 

 

 

 

 

 

指导教师（签名）                

2018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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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1 引言 

盲人智能辅助设备的一种实现方式为：通过先进的传感器感知周边信息，

完成三维地图及障碍物信息重构，通过判断周围障碍物运动状态，进行综合分

析决策，然后对盲人给出相应的智能提示，提高盲人的行动安全性。对于导盲

机器人、导盲杖、导盲过街辅助设备等诸多盲人智能辅助设备而言，其实现的

关键是对道路前方的障碍物进行有效的识别。RGB 摄像机传感器是产品化盲人

智能辅助系统中较为成熟的应用，而毫米波雷达在汽车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中

有着重要的应用，因其原理相似，在盲人辅助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二者

的成像深度范围、使用环境、成像效果有着不同却又有着互补之处。因此，在

盲人辅助此类高精应用场景中，必需使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技术，以满足复

杂的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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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研究方向及进展 

2.1.1 RGB-D SLAM 

RGB-D相机是新兴的视觉传感器，它可以同时获取周围环境的 RGB图像和每

个像素的深度（Depth）信息。相比于单目相机和双目立体相机利用算法计算空

间点的三维坐标，RGB-D相机获取空间点的 3D信息更加直接方便，深度信息通

过红外结构光（Structured Light）或飞时（Time－of－flight）原理测得，

和激光雷达有些相似。所以，有时候 RGB-D 相机又被称为伪激光雷达（Fake 

Laser）。由于 RGB-D 相机能相对容易地获取 RGB 图像上每一个像素的深度数

据，并且 RGB-D 相机价格相对便宜，近年来 RGB-D SLAM 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2.1.1.1 RGB-D SLAM 算法流程 

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问题描述为：通过设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周围环境进行感知，然后绘制陌生

环境的地图，同时定位自己在地图中的位置
[1]
。 

RGB-D SLAM 算法大体上可分为前端视觉计算、后端优化、闭环检测和形成

图像几个部分。 

算法前端根据输入 RGB 图像和 Depth 图像，对 RGB 图像进行特征点检测和

特征描述子的计算（仅讨论基于特征的方法）；然后根据特征描述子进行相邻

两帧图像的特征匹配，得到 2D-2D 特征匹配点集；之后根据 Depth 图像的深度

信息，计算 2D－2D 特征匹配点对的空间三维坐标，得到 3D－3D 匹配点集。由

匹配好的 3D－3D 点就可以计算出相邻两帧图像间的旋转平移矩阵[2]，最后对运

动估计误差进行优化，得到误差最小的位姿估计结果。这样就可以根据输入的

视频流量，不断地得到相机位姿的增量变化，所以算法前端构建了视觉里程计。 

算法后端主要是为了优化 SLAM过程中的噪声问题。后端优化就是从这些带

有噪声的数据中，估计整个系统的状态，给出这个状态的最大后验概率（Maximum 

a Posteriori）。在 VSLAM 中，前端和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更为相关，例如图

像的特征点检测与匹配，而后端则主要是滤波与非线性优化算法。 

闭环检测主要解决 RGB 相机位置随时间漂移的问题。视觉闭环检测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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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比较两幅图像数据的相似性，由于图像信息丰富，使得视觉闭环检测比较容

易实现。 

根据以上的叙述，RGB-D SLAM算法流程可以如图 1概括。 

 

图 1 RGB-D SLAM 算法流程图 

2.1.1.2 RGB-D SLAM 研究成果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 Peter Henry、Michael Krainin、

Evan Herbst 联合英特尔（Intel）实验室的 Xiaofeng Ren、 Dieter Fox[2]最

早提出基于 RGB-D 相机的 SLAM 算法。Peter Henry 等使用尺度不变特征转换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 [3]方法对相邻两帧 RGB 图像进

行特征检测与描述子提取,然后加入 Depth 图像的数据生成3D-3D 特征点对信

息，使用随机采样一致性(Random Sample Consensus, RANSAC)方法[4]对 3D-3D

匹配点对进行配准并求出对应的变换矩阵,采用迭代最近点(Iterative 

Closest Point, ICP) [5]方法对运动变换进行优化。后端采用基于树的网络优

化 (Tree-based network Optimizer, TORO) [6]算法并加入基于视觉的回环检

测约束最终得到全局最优的三维场景地图。 

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计算机科学系的 Nikolas 

Engelhard、Felix Endres 和 Jurgen Hess 开发出了一套基于手持 Kincet相机

的 RGB-DSLAM 系统,在 SLAM 算法前端使用基于加速鲁棒性特征(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SURF) [7]算法对输入的 RGB图像进行特征检测与特征描述子

提取,对相邻两帧 RGB 图像进行特征匹配。运动估计与优化方面使用 RANSAC

方法估计两帧图像之间的运动,使用改进的 ICP 方法优化相机的运动转移矩阵。



结合毫米波雷达和 RGB 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研究 

4 

 

算法后端使用 HOGMAN 位姿图求解方法对前端计算出的运动转移矩阵进行全局

优化以得到全局最优位姿。最后输出彩色点云数据表示的三维环境地图。 

Willow Garage 公司的 Nicola Fioraio 和 Kurt Konolige提出了一种利用 

RGB-D 相机构建稠密地图的 SLAM 算法[8]。该算法在 Depth 图像的两两配准中

使用光束平差法(Bundle Adjustment, BA) [6]同时对 Depth图像和 RGB 图像进

行匹配。 

为了对来自世界各个机构和高校研究者提出的 RGB-DSLAM 算法进行评估,

德国 Munich理工大学的 Jurgen Sturm 和 Daniel Cremers 联合 Freiburg 大学

的 Nikolas Engelhard 和 Felix Endres 一起制作了标准的 RGBDSLAM 数据集

[9]。他们采用高速运动摄像捕捉系统 VICON 捕捉手持的 Kinect 的位置和姿态

数据。这些数据被作为真实的轨迹(Ground Truth),可以和通过 RGBDSLAM 算法

程序估算出来的位姿和姿态信息作比较。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 Richard A. Newcombe、Andrew 

J.Davison等联合微软研究院 (Microsoft Research)的 Shahram Izadi、Otmar 

Hilliges 等提出的 Kinect Fusion
[10]

是第一个基于 Kinect 深度相机的,能在 

GPU 上实时构建稠密三维环境地图的 SLAM 算法。该算法仅使用 Kinect 相机一

个传感器计算相机的位姿并构建环境的三维地图。 

2.1.2 毫米波雷达检出 

由于毫米波雷达使用 30-300GHz 的毫米波，波长适中，穿透能力较强，在

雨天、夜间等情况均能较准确地获取障碍物的距离、速度信息，在车辆等民用

市场中有着良好的应用优势，毫米波雷达的目标物检出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 

目前，毫米波雷达大多数采用调频连续波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FMCW)的技术路线，其关键问题是雷达波段的频率设计，通

过设计不同的探测波形，可以有效分辨出各雷达目标的距离和相对速度信息的

检测。国外关于车载毫米波雷达的研究起步较早，博世(BOSCH)、德尔福(DELPHI)、

大陆(Continental)、电装(DENSO)、天合(TRW)等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奔驰、福

特等汽车整车厂均对车载毫米波雷达的深入研究，并基于毫米波雷达的特点，

开发了自适应巡航、自动刹车等系统功能。 

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相比国外较为逊色。山东大学对雷达信号的功率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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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估计[1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借鉴其在远距离军事雷达方面的研究经验[12]，

设计了毫米波雷达的收发装置模型；南京理工大学毫米波的波形设计采用线性

调频连续波 LFMCW(Linear 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inuous Wave)的调制体

制[13]，其调频连续波为三角周期波，并针对目标跟踪、检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等分别基于德尔福 ESR 雷达，开发了

主动防撞预警系统与自适应巡航系统[14-16]。 

2.1.3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 

2.1.3.1 数据融合算法模型 

数据融合的初始模型分为: 像素级融合、特征级融合和决策级融合,后来又

被扩展成目标提炼、态势分析、威胁估计和过程精炼等四级[17]。像素融合方法

主要有加权平均法、选举决策法、卡尔曼滤波法、数理统计法等; 特征级融合

方法主要有卡尔曼滤波法、模糊推理法、神经网络法、产生式规则法等; 决策

级融合方法主要有贝叶斯概率推理 法、Dempster-Shafer 证据推理法(简称 

D-S 方法)等。 

目前,国外最新的数据融合功能模型,是在美国 JDL 数据融合功能模型基础

上的改进[17],如图 2所示。 

 

图 2  ＪＤＬ 数据融合功能模型框图 

该功能模型将数据融合分为 5层：第零层———亚目标数据评估(Subobject 

Data Assessment):以 像 素或信号级上的数据关联和特征描述为基础,对具有

可观测状态的信号、目标的估计和预测;第一层———目标估计(obiect 

Assessment):根据从观测到跟踪所建立的关系进行实体状态估计和预测,包括

连续状态估计(如运动状态)和离散状态估计(如目标类型和身份);第二层——

—态势评估(Situation Assessment):实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估计与预测,包括:

火力结构与火力交叉关系,通信交互和人们之间的直接交互情况,战场周围环境

等因素;第三层———冲击性评估(Impact Assessment):对参与者所制订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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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预测行动结果的估计和预测,主要包括多个参与者行动计划间的相互影响

(如估计出弱点以预测对某一计划制订者的威胁动作);第四层———过程改进

(Process Improvement):它是一个资源管理成分,支持任务的自适应数据获取

和处理。 

2.1.3.2 分类 

2.1.3.2.1 基于统计 

统计算法主要包括经典推理法、Bayes 推理算法、基于 D-S证据理论法等。 

经典推理:经典推理描述[18]在给出目标存在的假设条件下,所观测到的数据

与标识相关的概率。 

Bayes 推理[19]: 它以最小风险代价为基本模型,在给定一个预先似然估计和

附加证据(观测)条件下,能更新一个假设的似然函数。 

D-S 证据理论[20]：D-S 证据理论是 Bayes 理论的广义扩展,它考虑了总不确

定性程度。D-S 方法利用了概率区间和不确定区间来确定多证据下假设的似然

函数,当所有的假设互不相容且完备时,Bayes推理技术与 D-S 法产生相同的结

果。 

2.1.3.2.2 基于信息论 

这类依赖于观测参数与目标身份之间的映射关系来对目标进行识别的方法

被称为基于信息论的融合识别算法,这类算法包括神经网络法[21,22]、熵理论法[23]、

表决法[24]和聚类算法[23]等。 

神经网络目标识别算法中最著名的是以自适应信号处理理论为基础发展起

来的前向多层神经网络及其逆推学习（BP）算法。熵法是用于融合系统的一种

新技术。利用了事件发生的概率反映了信息量的思想。它的原理是经常发生的

事情熵最小，而不经常发生的事情熵最大，将其用于传感器数据融合过程中，

就是要作出使熵极大的结论。表决法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投票选举，它包括布

尔“与”、“或”处理，是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目标识别算法中最简单的技术。

它由每个传感器提供对被测对象状态的一个判断，然后由表决算法对这些判断

进行搜索，以找到一个由半数以上传感器“同意”的判断（或采取其他简单的

判定规则），并宣布表决结果。聚类就是把大量的ｄ维数据样本聚集成ｎ个类，

使同一类内样本的相似性最大，而不同类内样本的相似性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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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3 基于认识模型 

基于认识模型的算法主要包括逻辑模板法、模糊集理论算法、遗传算法及

知识系统法等。 

逻辑模板法实质上是一种匹配识别的方法,它将系统的一个预先确定的模

式(模板)与观测数据进行匹配,确定条件是否满足,从而进行推理。预先确定的

模式中可以包含逻辑条件、模糊概念、观测数据以及用来定义一个模式的逻辑

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等。因此模板实质上是一种表示与逻辑关系进行匹配的综合

参数模式方法[25]。 

模糊集理论是解决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噪声干扰、识别系统的不稳定及采

用不同识别算法等因素的影响，目标信号以及提取的特征参量信息存在不精确、

不完整和不可靠性这类问题的强有力工具。近年来，一些国内外研究学者已经

将模糊集理论应用于目标身份确认问题。如 Kewley[26]基于电子侦察数据,使用

模糊逻辑融合多传感器数据进行目标身份确认。Ludovic Roux等[27]基于模糊集

的可能性理论,进行多谱卫星图像融合以解决图像分类问题。遗传算法是一个群

体优化过程，它由一组初始值出发进行优化，优化过程就是这个群体不断繁衍、

竞争和遗传、变异的过程。知识是对某些客观对象的认识，并通过属性来刻画

这种认识。如果能够给出某个对象集合的属性特征，则该对象集合表达了一种

完全知识。 

2.2 存在问题 

虽然研究人员通过改进系统硬件性能并优化算法，或提出新的系统方案，

并大幅提高了单一传感器的性能，然而在要求更为精细的盲人辅助系统中精确

的感知能力仍然有待提高。例如，尽管毫米波雷达具有良好的测量深度和良好

的抗干扰能力，但其角分辨率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在低分辨率雷达情况下，

雷达回波不能获得稳定和清晰的目标极化特性。另一方面，它受到极化散射矩

阵的精确测量技术的限制。而 RGB-D 不仅依赖于双目视觉的稳定性，其还容易

受到日光或其他传感器的红外光的干扰，因此使用 RGB-D 相机会互相干扰，在

室外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主流的 RGB-D相机的有效测量距离通常小于 5m，使得

RGB-D SLAM无法应用于室外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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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展望 

RGB-D的一个研究热点方向就是与深度学习相结合，将深度学习网络应用到

图像的识别、检测、分割中去。而雷达的目标检测技术或将在高分辨力雷达技

术与极化信息结合的方向上前进。 

此外，通过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技术路线是一条简洁明确的前进路线。多

传感器融合可弥补单传感器在获取环境感知信息量不够丰富的缺陷，在精细的

盲人辅助系统中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准确性与适应性。毫米波雷达以其强大的

环境适应能力、准确的距离信息获取能力与摄像机的信息量大的优点相得益彰，

毫米波雷达与摄像机的融合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发

展至今已有许多可行案例，将为毫米波雷达与 RGB-D 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提供

可行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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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题报告 

1 问题提出的背景 

1.1.1 盲人数量日益增长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给出的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截至

2010年，我国视力残疾人口数量约为 1263万人，并且以每年 45万的速度增长。

因视力无法看清障碍物、道路、交通标志，再加上国内盲道占用、盲道设计不

合理的现象较为普遍，大量盲人苦于出行安全而不敢走出家门。随着社会的进

步，如何保障盲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出行便利，体现社会对盲人的关爱与温

情正在为众多学者所重点关注。 

1.1.2 RGB-D  

微软公司于 2010 年推出的 Kinect 相机是世界上首款 RGB-D 相机,Kinect

相机是微软公司针对 Microsoft Xbox 360 发布的一款由 Prime Sense 公司开

发的体感设备。它由 RGB相机、3D深度传感器、麦克风阵列和机动倾斜马达等

组成[28]。Kinect 相机中间部位是一款 RGB 彩色镜头,图像分辨率为 640×480,

最大帧率为 30Hz。两边分别为红外发射和接收装置,组成 Kinect的深度传感器。

其深度传感器的分辨率为 320×240,帧率同样为 30Hz。[2]之后，涌现出了基于

RGB-D 相机的 SLAM 算法。RGB-D SLAM 算法大体上可分为前端视觉计算、后端

优化、闭环检测和形成图像几个部分。算法前端构建视觉里程计，后端优化噪

声问题，闭环检测用于解决时间漂移。总的来说，RGB-D的双目 SLAM系统能获

得丰富的视觉信息，准确的近景深度信息。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RGB-D SLAM

受限于 RGB相机的弱鲁棒性。 

1.1.3 毫米波雷达 

毫米波雷达使用 30-300GHz的毫米波，波长适中，穿透能力较强，在雨天、

夜间等情况均能较准确地获取障碍物的距离、速度信息，在车辆等民用市场中

有着良好的应用优势，毫米波雷达的目标物检出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 

目前，毫米波雷达大多数采用调频连续波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FMCW)的技术路线，其关键问题是雷达波段的频率设计。通

过设计不同的探测波形，可以有效分辨出各雷达目标的距离和相对速度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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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较多地利用了目标回波信号的幅值、相位、频率等信

息 ,而对目标的极化信息的利用却很有限。 

1.1.4 多源数据融合成为热点 

从非军事应用的角度来说，数据融合是对多个传感器和信息源所提供的关

于某一环境特征，的不完整信息加以综合，以形成相对完整、一致的感知描述，

从而实现更加准确的识别和判断功能。信息融合可以看成是一种形式框架，其

过程是用数学方法和技术工具综合不同源信息，目的是得到高品质的有用信息。

与单一信源独立处理相比，信息融合的优势包括：提高可探测性和可信度、扩

大时空感知范围、降低推理模糊程度、改进探测精度等性能、增加目标特征维

数、提高空问分辨率、增强系统容错能力等[29]。 

 

1.2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盲人智能辅助设备的一种实现方式为：通过先进的传感器感知周边信息，

完成三维地图及障碍物信息重构，通过判断周围障碍物运动状态，进行综合分

析决策，然后对盲人给出相应的智能提示，提高盲人的行动安全性。目前，盲

人智能辅助系统的产品级应用有：移动式导盲机器人、智能盲杖、超声波导盲

杖、基于图像的盲人过街辅助设备等。 

对于导盲机器人、导盲杖、导盲过街辅助设备等诸多盲人智能辅助设备而

言，其实现的关键是对道路前方的障碍物进行有效的识别。为此，迫切需要开

发对于前方障碍物，如人、车辆等的识别系统，并在保证实时性的基础上，获

取较大深度范围的障碍物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及其分类特性，并转化为相

对于盲人的坐标系信息。以此为基础，使该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给盲人提示信

息，从而对盲人出行提供有效的支持与便利。对于诸多前方障碍物，人是人行

道上盲人行走前方的最为主要障碍物，因而前方人体识别已成为盲人智能辅助

设备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且盲人智能辅助设备的研究核心依然是：前

方目标的有效识别。误跟、跟丢等情况时有发生。 

目前，RGB摄像机传感器是产品化盲人智能辅助系统中较为成熟的应用，而

毫米波雷达在汽车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因其原理相似，在

盲人辅助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雷达传感器具有检测范围广、可以获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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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息、对于速度测量较为精确、抗环境干扰能力强等优点，然而雷达具有角

分辨率低导致的目标跟踪丢失率高的问题，也有目标分类特征信息无法给出的

缺陷。与雷达传感器相比，视觉传感器，如 RGB 相机具有成本低，采集的数据

信息量丰富，易于目标分类、近距离检测精度高等优点。但是其容易受到天气

的环境影响，有效成像深度低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决定了 RGB 相机的鲁棒性

较差。作为盲人的辅助设备，往往需要获得由近及远较大深度范围的信息，因

此，在盲人辅助此类高精应用场景中，必需使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技术，如

一种结合毫米波雷达与 RGB 相机融合的目标检出技术，以满足复杂的国内外交

通情况。 

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别通过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与 RGB 相机感知前

方障碍物信息，提出数据融合的人像识别算法，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识别

精度、提高传感器的工作范围。近几年，国内外针对盲人智能辅助系统信息融

合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长远来看智能技术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空

间和广泛的技术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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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2.1 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国内外盲人辅助设备的研究进展，图像识别系统作为盲人辅助设备的

关键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而在盲人辅助设备中，对于前方人像的识别是

尤为重要的一环。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图像识别研究现状调查发现，雷达系统对

环境适应性强，对景深信息与速度信息提取方面具有优势，然而其存在原始数

据噪声较大，漏检率与误检率较高，角度分辨率不高的劣势。RGB 相机而言，

获取信息丰富，成本较低，尤其在目标识别分类具有较大优势，但其存在实时

性较差，易受环境影响的不足。为此，本论文拟将二者取长补短，以多源数据

融合的方式获取适应性与鲁棒性更优的人像识别算法。 

2.2 技术路线 

 

图 1. 本文技术路线示意图 

本论文首先通过毫米波雷达信息预处理，通过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识

别算法，对目标进行运动状态的检测与跟踪，综合本体预估与人像运动预估可

较为精确地获得前方障碍的运动状态，使用毫米波雷达景深信息快速高精度地

获得感兴趣区域。通过建立神经网络或使用遗传算法等信息融合算法，建立人

像训练样本集，训练人像识别二分类器。最后在雷达生成的感兴趣区域采用基

于景深信息的变滑窗分类器，实现人像识别。 

2.3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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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市场可行性分析 

随着视觉残障人士的日益增多，实现盲人辅助系统势在必行。复杂的路况

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只有既高速又可靠的人像识别方法才能满足需要。多元数

据融合是机器视觉中常用的技术。将毫米波雷达的优秀鲁棒性、大景深的优点

与 RGB 相机丰富数据量、近处图像的高精度相结合，可以获得良好的盲人辅助

设备，可以用于满足盲人辅助系统的市场需求。 

2.3.2 技术可行性分析 

RGB-D SLAM自从微软 2010年针对 Xbox 360 发布第一款 RGB-D相机 Kinect

以来，经过近些年的发展，RGB-D SLAM算法框架趋于成熟，能够保证相当深度

的数据的纹理无关性，取得了不错的实验结果。但其毕竟受限于 RGB 相机的固

有局限性，白光干扰、多 RGB-D的串扰、景深受限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其鲁棒性。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RGB-D 相机通常与激光雷达等传感器进行融合，也取得

了一些不错的效果。毫米波雷达也是一个与 RGB-D 相机融合的方向，它们正好

可以有效地互补。在硬件上，博世、德尔福等供应商也已经能够提供稳定的毫

米波雷达。此外，在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基本成熟的今天，统计法、信息论法、

认知模型等等融合算法大类下又有众多成熟的数据融合算法的小分支，如神经

网络、遗传算法等等，因此，在技术上，要实现毫米波雷达与 RGB 相机融合的

目标检出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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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计划进度安排及预期目标 

3.1 进度安排 

2018年 11月 27日至 2019年 1月 31日（8周）： 

1.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毫米波雷达目标检出算法，写一篇综述。（第 1周） 

2.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 RGB-D的目标检出算法，写一篇综述。（第 2周） 

3.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多源数据融合的研究情况，写一篇综述。（第 3周） 

4. 学习 FMCW雷达系统、Meanshift算法、多元数据融合等。（第 4-7周） 

5. 翻译文献，撰写开题报告，准备开题答辩。（第 8周） 

2019年 2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1日： 

1. 编写信息获取部分的程序。（第 9-10 周） 

2. 使用毫米波雷达与 RGB-D进行目标检出，重复实验获取大量实验数据。（第

10-11周） 

3. 准备中期检查。（3月） 

4. 写好雷达与 RGB-D的数据融合算法。（第 12周-13周） 

5. 根据实验数据调整算法中的参数。（第 14-第 15周）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1日： 

1. 再次进行多次重复实验对算法做最后的调整，检验算法的可重复性。 

2. 撰写论文。准备结题答辩。 

3.2 预期目标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及文献，成功实现毫米波雷达与 RGB-D 相机融合的目

标检出算法。在完成基本目标的基础上，设计好训练集，并尽可能优化算法的

资源使用。最后，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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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翻译 

通过使用在线提升式目标模型法的 RGB-D 数据进行人像跟

踪 

 

摘要——人员跟踪是部署在人口稠密环境中的机器人的关键组件。以前的

工作已经使用相机和2D和3D范围来完成此任务。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使

用RGB-D数据的3D人物检测和跟踪方法。我们将用于RGB-D数据的新型多线索人

检测器与用于学习各个目标模型的在线检测器相结合。这两个探测器被整合到

一个决策框架中，其中有一个多假设跟踪器，通过轨道解释反馈控制在线学习。

对于在线学习，我们采用增强方法，使用三种类型的RGB-D特征和三维空间中

的混淆最大化搜索。该方法是通用的，因为它既不依赖于背景学习也不依赖于

地平面假设。为了进行评估，我们使用三个具有联合视图的Microsoft Kinect

传感器的设置在人口稠密的室内环境中收集数据。结果证明了RGB-D数据中人

们可靠的3D跟踪，并展示了该框架如何能够避免在线检测器的漂移并提高整体

跟踪性能。 

1. 引言 

人员检测和跟踪是许多机器人，交互系统和智能车辆的重要和基本组成部

分。 用于此任务的常用传感器是相机和测距仪。 虽然这两种传感方式都有优

点和缺点，但由于可提供价格合理且日益可靠的RGB-D传感器，这些常用传感器

之间可提供图像和距离数据的区别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机器人技术领域的许多

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在距离数据中检测和跟踪人员的问题。 早期作品基于2D

数据，其中使用在扫描中发现移动局部最小值的ad-hoc（点对点）分类器来检

测人 [1], [2]。Arras等人采用了一种学习方法 [3]，其中通过增强一组几何

和统计特征来训练2D点云的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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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GB-D数据中的人物跟踪。 顶部图片显示3D点云下方的三种颜色和深度图像。 这些

数据是在午餐时间在大型食堂的大厅收集的，其设置加入了三个Kinect传感器的视图。 点

云中的彩色圆盘和圆点显示了五个被跟踪人员的位置和轨迹。 

在3D范围数据中检测和跟踪人是一个相当新的问题，几乎没有相关的工作。

Navarro等人[4]将3D扫描折叠成虚拟2D切片，以找到地面上的显着垂直对象，

并通过一组SVM分类特征对人进行分类。Bajracharya等人[5]通过处理垂直对象

并基于固定的行人模型考虑云的几何和统计特征来检测来自立体视觉的点云中

的人。与需要地平面假设的这些工作不同，Spinello等人[6]通过分类部分的投

票方法和自上而下的验证程序克服了这一限制，该程序学习了最佳特征集和体

积镶嵌。 

在计算机视觉文献中，已经广泛研究了对人类进行去检测，跟踪和建模的

问题 [7], [8], [9], [10]。基于范围的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图像数据的丰

富性使得学习目标外观模型变得简单明了。 因此，视觉跟踪系统可以通过与最

近邻数据关联的独立粒子滤波器一样简单的方法获得良好的结果[11]。Beymer

和Konolige [12]使用来自立体声的密集深度数据来支持基于视觉的人体检测

和跟踪系统中的前景分割。他们使用一组二进制人员模板来检测图像中的人物，

并使用基于学习外观的目标模型演示多人跟踪。 [13]，[14]的工作检测强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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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的人并以3D方式跟踪它们。 在[15]中，用于组合强度图像的立体声系统，

立体视差图和光流用于检测人。 人体的多模态检测和跟踪在[16]中进行，其中

呈现了可训练的2D范围数据和相机系统。 

本文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最新技术。 首先，我们解决了在RGB-D数据中

检测和跟踪人的问题。 我们将通用人物检测器与在线学习人员检测器和多假设

跟踪器（MHT）相结合，能够估计3D中多人的运动状态。从基于范围数据的对象

跟踪的角度来看，在线学习是最近的一个通常用于处理相同外观的目标的方法。

我们使用CLEAR MOT性能指标给出定量结果。然后，我们通过Grabner等人[17]

对RGB-D数据的目标外观进行在线学习方法的调整，并为其整合到MHT中提供了

一个决策框架，其中来自跟踪器的信息被反馈以控制在线学习者和将它与先验

人员检测器结合起来。与之前的所有工作不同，我们将图像和距离数据视为检

测，跟踪和目标模型适应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线索，所有这些都完美地集成到单

个MHT框架中。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下一节中简要总结了通用人工检测器，然后在第三部

分中描述了我们的用于RGB-D数据中的目标外观的在线AdaBoost学习方法，。第

四节描述了将这种学习过程整合到跟踪系统中的过程。 第五节描述了实验并给

出了结果。 第六节总结了论文。 

 

2. 三维范围数据中人物的检测 

在本节中，我们将简要总结本文中使用的通用人工检测器。 我们依赖于一

种名为Combo-HOD（定向深度和梯度的组合直方图）的新型RGB-D人体探测器。

该方法从Dalal和Triggs [7]引入的方向梯度直方图（HOG）中获取灵感，并将

彩色图像中的HOG检测器与深度图像中的新方法（称为定向深度直方图（HOD））

相结合。 

由于RGB-D数据包含颜色和深度信息，因此Combo-HOD检测器组合了两个感

官线索。 在深度图像中计算HOD描述符，并在彩色图像中计算HOG描述符。它们

通过拟合到SVM输出的S形模型获得的概率的加权平均值在检测水平上融合。HOD

包括深度通知的尺度空间搜索，其中首先收集图像中使用的尺度，然后测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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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深度的兼容性。通过使用积分张量，在几个尺度上对积分图像的扩展，使

得该测试特别有效。 该策略以提高的检测率显着减少了在图像中计算的描述符

的数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18]。 

每个步骤中探测器的输出是3D空间中所有目标的位置和大小以及深度图像

中边界框的中心和大小。它们是在时间指数t处构成mk组观测值Z（t）的观测值

zi（t）。 

 

3. 在线提升 

上一节中描述的检测器从先验标记数据中学习通用人模型。在本节中，我

们描述了使用在线增强来学习RGB-D数据中的目标外观模型，后来用于指导跟踪

系统中的数据关联。 

Boosting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技术，用于提高学习算法的准确性。给定具有

标签y的训练样本x，强分类器H（x）被计算为称为弱分类器h（x）的一组加权

假设的线性组合。Freund和Shapire [19]的离散AdaBoost算法属于最流行的增

强算法。该方法从标记的训练样本（x; y）训练弱分类器，用与每个x相关联的

均匀权重wi初始化。学习是在轮次中进行的，其中权重根据先前弱学习者的错

误进行更新。 通过增加错误分类的样本的权重，算法关注于困难的例子。最初

由Oza和Russell [20]提出的在线提升，在“到达时”处理每个训练实例，而不

需要存储和再处理，并保持当前的假设，反映到目前为止所见的所有训练样本。 

该方法已应用于物体检测，同时由Grabner等人进行跟踪。[17]。 我们在后者

的基础上开发了RGB-D数据中的在线人体检测器。 

 

3.1 升级弱分类器 

与离线提升方法不同，在线算法仅提供一次训练样本，并在训练后将其分

解。 因此，每当新的训练样本可用时，弱分类器就以在线方式更新。 由于样

品的难度事先未知，样品重量分布的计算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线增强的基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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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样本的权重（在此上下文中称为重要性λ）可以通过将其传播通过固定的

弱分类器链来估计[20]。 

如果样本被错误分类，则λ与弱分类器的误差成比例地增加。 因此，重要

性与离线方法中的适应重量具有相同的效果。 第i个弱分类器的误差是根据正

确（λicorr）和错误（λiwrong）分类样本的总和权重估算的， 

 

3.2 特征选择的在线提升 

 

图2. RGB和深度图像中两个检测到的人的边界框。 每个在线探测器的十个最佳特征都标有

彩色矩形。 在强度图像上计算的类哈尔特征以绿色显示，并且在深度图像上计算的类哈尔

特征以红色标记。 在RGB图像上计算的Lab颜色特征以蓝色显示。 

为了在跟踪期间学习目标模型，Grabner等人[17]提出功能选择器。主要思

想是将在线提升不是直接应用于弱分类器而是应用于选择器。 选择器hsel从M个

弱学习者F池中选择最佳弱分类器，其中“最佳”由最低错误定义。 

当选择器N的数量是固定参数时，当新样本（x; y）到达时，对所有选择器

重复以下过程：首先，更新所有弱分类器并选择表示为m+的最佳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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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 arg minm(en，m) 以及 en，m 被定义成与（1）式一样，其中 n,m相

当于 i的地位。然后，计算权重 ，其中 en = en,m+ 和更新的重

要性权重λ传递到下一个选择器 hn+1
sel。与 AdaBoost 类似，如果 hsel

n正确预测 x，

则增加 λ，否则减小 λ。 

最终通过将置信度计算为 N个选择器的线性组合并应用符号函数来获得强

分类器。 

 

与离线版本不同，在线程序以任何时间方式创建始终可用的强分类器。 

为了增加分类器池 F的多样性并适应目标的外观变化，在每次迭代结束时，

最差的弱分类器被从 F中随机选择的一个替换。 

 

3.3 特点 

我们通过计算与弱分类器相对应的三种类型的特征来利用 RGB-D数据的丰

富性：强度图像中的类 Haar特征[21]（从 RGB值转换），深度中的 Haar特征

图像和照明不可知的 RGB图像中的 Lab颜色特征。通过对该区域下的 a*（b *）

空间中的强度值求和来计算 Lab特征。Lab 颜色模型的优点是 a*或 b *空间中

的特征可以紧凑且稳健地包含整个 RGB直方图。计算总共 M个特征，其中所有

类型的特征的初始数量是 M / 3。 给定上述适应机制，它们的相对数量可以改

变以最佳地动态地描述目标。这些特征是在矩形区域中计算的，这些区域采用

随机位置和与每个目标相关联的边界框中的比例进行采样。 这在初始化时完成

一次，然后在目标的生命周期内保持修复（直到被替换的弱特征）。 两个人的

十大特征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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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线提升式跟踪 

在线增强使跟踪器能够连续更新目标模型，以便将其与当前背景进行最佳

区分。这是跟踪作为分类问题的公式[22]，其通过围绕当前跟踪区域的置信度

最大化过程来实现。 获得该区域作为先前检测的边界框。 该区域内的所有特

征都被认为是正面标记的前景样本。 通过在局部邻域上扫描边界框来获得负样

本。 然后在该邻域的每个扫描位置处评估分类器，产生置信图，其最大值被视

为跟踪区域的新位置。 在该区域中更新分类器并继续该过程。 置信度值随时

间的演变可以在图 5中看到。 

与[17]不同，新区域是从先前的检测中引导的，我们使用先验检测器的边

界框位置来重新定位在线检测器。 该策略避免了在线适应的关键问题，即将模

型漂移到背景，杂波或其他目标。 

 

5.1 4.集成到跟踪系统中 

 

图 3.集成探测器和跟踪系统的决策框架 

在本节中，我们将描述如何将在线检测器集成到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多假设跟

踪框架（MHT）中。 由于空间有限的原因，我们只讨论 MHT中变化的方面，更

多细节请参考[23]，[24]。简而言之，MHT 算法通过考虑测量和轨道之间的所

有统计上可行的分配以及所有可能的测量解释作为误报或新的轨道和轨道匹配，

遮挡或过时来假设目标状态。 因此，MHT 处理从创建和确认到遮挡和删除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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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整个生命周期。形式上，令 是时间 t处的轨道 t的滤

波状态，其中位置和速度信息在 3D中并且Σ与其相关联的 6×6协方差。设

是 mt 观测值的集合，在我们的例子中是 RGB-D数据中检测到的人

的集合。观察包括来自先验检测器 zi（t）的 3D位置和来自在线检测器的训练样

本 xi（t）。样本 xi（t）是在当前跟踪区域内的矩形区域中计算的堆叠特征值的

矢量。令Ωl（t）为时间 t 的第 l 个假设，Ωt-1 p（l）为 Ω1（t）的父假设。让ψj（t）

进一步表示一组分配，它将预测的轨迹与 Z（t）中的测量值联系起来。在每个

循环中，该方法尝试将前一步骤的父假设中的轨道与新集合 Z（t）相关联，产

生所有可能的赋值集合 ψ（t），每个集合都从父分支出发产生一个子分支。这

导致指数增长的假设树。 大多数实际的 MHT 实现通过 Murty 的算法修剪树，

该算法能够在多项式时间内生成和评估当前 k 个最佳假设。 

4.1 联合可能性数据协会 

常规MHT中的测量可能性 包含两个项，一个用于观察被解释

为新的轨道和误报警（我们保持不变），第二个用于匹配观测zi（t），其遵循以

测 量 预 测 为 中 心 的 高 斯 似 然 模 型 ， 满 足 创 新 协 方 差 矩 阵

。该可能性量化观察与基于位

置和速度的预测测量匹配的程度。 

这里，在线分类器 H 添加表示观察到的目标的外观与学习模型匹配多少的

外观可能性。因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可能性来解释运动状态和外观。 用 xi

（t）作为 zi（t）的特征描述符，zi（t）=（zi（t），xi（t）），并假设两个术语之

间是独立的， 

 

我们还将外观可能性建模为高强度分类器（即1）的最大置信度的高斯分布。 

 

其中σa
2是高斯的方差和平滑参数用以权衡两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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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将数据联合提供回在线提升 

 

图 4.设置包括三个垂直安装的 Kinect传感器，提供 130°×50°的联合视场，并提供 RGB-D

数据，分辨率为 1440 640像素，30 Hz。 它们安装在 1.2米高处。 

在每个周期中，跟踪器生成测量轨迹和测量解释的分配，作为新轨迹或错

误警报以及轨迹被遮挡或删除。 此信息直接用于在线提升算法，以创建和更新

强分类器： 

•当观察 znew被声明为新目标时，初始化新的轨道 tnew，并且在先验检测器的

假设的边界框位置处创建新的强分类器 Hnew。 

•当现有目标 ti 与观测值 zj（t）相关联时，使用在先验检测器的新边界框内

计算的特征 xj（t）更新强分类器 Hit。 在线检测器以这个新的边界框位置为

中心。 

•当 MHT 声明一个轨道被遮挡时，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遮挡或误检。 为了应对

这两种情况，我们按如下步骤进行：给定在线学习模型，我们通过将 3D置信度

图围绕卡尔曼滤波器的运动预测居中来搜索没有有效观测值的目标。 地图大小

与预测的不确定性成比例，使用 3D位置到图像空间的投影来计算置信度值。如

果可以找到高置信度匹配，我们将该事件解释为误检，并使置信度最大为观察

值 z *（t）。否则，我们将事件解释为目标遮挡并停止相应强分类器的在线学

习，直到目标重新出现。该策略还避免将模型漂移到背景，杂乱或其他目标。 

来自在线检测器的观察 z *（t）被视为对 MHT的常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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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在线检测器置信度的演变。 顶部图像显示了对轨道生命周期的信心。 初始化后，值

达到稳定状态。 人 2在帧 172至 185和帧 192至 199之间被遮挡两次。由于来自 MHT跟踪

器的反馈，在线检测器暂停其适应。 该策略避免将模型漂移到背景，杂乱或其他目标。 当

该人再次出现时，立即以高置信度恢复适应 

5. 实验 

为了评估和比较不同的探测器方法，我们收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室内数据集，

其中人们的行为是未知的。 该数据集已在午餐时间在大型食堂的大厅进行。 先

验探测器已经过训练，并在另一个视觉上不同的大学建筑中收集了额外的背景

数据集。 这是为了避免探测器在食堂大厅的背景误差，特别是因为我们从静止

传感器获取数据。 数据集已被手动注释，以包括 2D深度图像空间中的边界框，

主体的可见性（完全可见/部分遮挡），以及轨道的数据关联基础事实。 在 1133

帧和 31个轨道中共有 3021个人被标记。 该数据集将在本文出版日期的实验室

网页上公布。 

数据采集的感官设置如图 4所示。它由三个垂直安装的 Kinect传感器组成，

共同将视场扩展到 130°×50°。 已经采取措施来校准设置的内在和外在，并

保证以帧速率同步采集三个图像。已经从超过 600帧的训练数据集中学习了 MHT

的参数。 检测概率设置为 pdet = 0.99，终止可能性设置为 λdel= 30.新轨道

和误报警的平均速率分别确定为 λnew= 0.001 和λfal= 0.005。 此外，假设

NHyp 的最大数量被设置为 100.目标的强分类器基于 50 个选择器，这些选择器

用 50个弱假设训练。 

为了评估在线增强对跟踪性能的影响，我们使用先验检测器运行跟踪器以

获得基线。 然后使用 CLEAR MOT 指标[25]比较所有后续运行。 该度量计算相

对于在每帧递增的地面实况的三个数字：未命中（应该存在于地面真实位置的

丢失轨道，FN），误报（不应存在的轨道，FP）和不匹配（轨道） 标识符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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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后一个值量化了处理通常在跟踪人员时发生的遮挡事件的能力。 根据

这些数字，确定两个值：MOTP（平均估计目标和地面实况之间的度量距离）和

MOTA（平均跟踪输出相对于地面实况的平均次数）。 我们忽略了 MOTP，因为

它基于目标位置的度量基础事实，这在我们的数据中是不可靠的。 

 

图 6.由三个 Kinect 传感器产生的 3D 点云的可视化，包括数据集中 31 个轨道中的 8 个轨

道的位置和轨迹。 彩色圆盘标记目标位置的当前卡尔曼滤波器估计值，小点显示其过去的

轨迹。 可以通过下楼梯的主体的深蓝色轨迹看到跟踪器保持完整的 3D估计。 

5.1 结果 

首先，我们分析了强分类器H和集成框架在不同情况下的置信度值（见图5）。 

人1穿过传感器视野而不干扰其他目标。 在接近十帧的初始化阶段之后，在线

检测器已经适应其外观并且在大约0.8的值处实现稳定状态。人2经历两次遮挡

剔除。 在遮挡期间，置信度值立即下降，表明目标不再可见。 当MHT正确地宣

布目标被遮挡时，H的适应被暂停并且在人再次出现之后以高置信度恢复。 我

们进一步研究了在线检测器的三种特征类型的使用统计。 它们通常以相似的频

率和重要性使用。 

然后，我们使用CLEAR MOT指标将在线提升方法与基线进行比较。 除了假

阳性的数量外，结果显示所有值的明显改善（见表I）。 我们手动检查了跟踪

器的行为并讨论了获得的见解。 

我们所提出的方法的最大影响是将错过目标的数量减少了50％。 这种改进

是由在线观察z *引起的。 当先验检测器未能在几个连续帧中检测到现有轨道

时，最佳MHT假设最终（并且错误地）将轨道声明为已删除。 当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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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每帧处增加未命中计数（FN），直到检测器再次找到目标并创建新轨道。 

这是z *观测通过从在线学习模型中检测目标而发挥作用的地方。给定z *，MHT

可以匹配目标并正确地继续跟踪。 

这种好处是以延迟删除由于先验检测器的错误误报而错误地创建的轨道为

代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线检测器尝试以相同的策略继续跟踪，导致误报数

（FP）增加19％。 由于有限的RGB-D训练集，先验检测器倾向于检测空间中某

个杂乱位置的误报。 我们手动删除了这些检测结果，这些检测结果偏离跟踪性

能，基线为683 FP，在线增强方法为949 FP。 

id开关（ID）数量的改进是通过联合似然模型实现的，该联合似然模型在

交互的情况下引导数据关联并因此阻塞目标。 这个数字不高的事实是由于我们

的数据集中的人的无规律的行为。在数据收集的特定位置，受试者主要走过去

而不是创造强调跟踪器的遮挡处理能力的情况。 

 FN FP ID MOT

A 

Baseline 1502 168 42 62% 

On-line 

boosting 

751 201 32 78% 

Improvement 50% -19% 24% 16% 

表 I 

CLEAR MOT结果 

 

6.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在RGB-D数据中提出了一种新颖的3D人物检测和跟踪方法。 

我们使用三种类型的RGB-D特征和多假设跟踪来组合目标外观模型的在线学习。 

我们提出了一个决策框架来整合在线检测器，一个人的先验离线学习检测器和

一个多假设跟踪器。 该框架使得跟踪器能够仅在正确的样本上训练支持在线分

类器，并通过关节运动和外观可能性来指导数据关联。 它还避免了在线自适应

的关键问题，即通过在先验检测器的位置处重置检测窗口并在闭塞的情况下暂

停适应来将模型漂移到背景，杂波或其他目标。 该框架还允许通过在线检测器

的观察来填充来自先验检测器的假阴性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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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显示了跟踪性能的明显整体改进，特别是在遗漏轨道的数量以及标识

符开关的数量方面。 他们证明，在先验检测器失效的情况下，在线分类器有助

于找到正确的观察结果。 这将错过的曲目数量减少了50％。 此外，联合数据

关联可能性将轨道标识符切换的数量减少了24％。 整体跟踪精度（MOTA）提高

了16％。 

未来的工作将集中在更多RGB-D数据集的收集和注释，这些数据集包含各种

社交情境，这些都强调了这种方法的更多方面。 最后，目前为每个轨道单独学

习目标模型。 我们计划扩展在线探测器以在所有轨道上共同学习模型，以更好

地区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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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考核 

对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和开题报告评语及成绩评定 

 

文献调研较为充分，翻译到位，研究方案明确，表达清晰。相关问

题记录如下： 

Q：毫米波对我们比较新，优势全天候可以工作，采用的毫米波雷

达的精度多少？ 

A：距离分辨率还是比较高的，50 米距离的时候，可以达到十几个

厘米，但是角度分辨率比较差一些。 

 

Q：你使用的毫米波雷达是静态的还是扫描的？ 

A： 现在使用的毫米波雷达是静态的 

 

Q:毫米波雷达的视场角有多少？ 

A:现在使用的是 TI 新推出来的 SOC 毫米波雷达芯片，它集成了毫米

波雷达的收发机和处理器，单个芯片只有一枚硬币大小，功耗也很

低，非常适合我们应用，它的视场角大约为 120°。 

 

                                         

成绩比例 文献综述 

占（10%） 

开题报告 

占（15%） 

外文翻译 

占（5%） 

分 值 9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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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题报告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9 年 1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