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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

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包括主控制器、电

机驱动模块、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和传感器组模

块，所述电机驱动模块包括车轮驱动模块和割草

刀片驱动模块，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视觉识别模

块，所述传感器组模块包括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

子罗盘传感器，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

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均与主控制器连接。本发

明由于设置有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

电子罗盘传感器，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草坪中未割

草区域，使割草机器人保持正常线路割草，从而

避免了草坪中出现较多的未割草区域，大大提高

了智能割草机器人的割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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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包括主控制器、电机驱

动模块、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和传感器组模块，所述电机驱动模块包括车轮驱动模块和割草

刀片驱动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视觉识别模块，所述传感器组模块包括光

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

均与主控制器连接；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包括用于采集草坪图像的摄像头，所述摄像头安装

于割草机器人上；由于草坪割草前和割草后区域有明显的颜色变化，通过摄像头采集到的

图像识别后的结果即可判定出已处理区域是否有遗漏；另外如果所采集到的图像中无明显

边缘，可根据割草机工作前采集到的草坪的颜色的灰度对比判定是否是未割草的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主控制器为Arduino  Due控制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包括用于采集草坪图像的摄像头，至少设置两个所述摄像头安

装于割草机器人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电码盘传感器包括光电检测装置和码盘，所述光电检测装置、码盘和车轮驱

动模块依次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子罗盘传感器是平面电子罗盘传感器或三维电子罗盘传感器，电子罗盘传

感器指针水平正对小车的纵向轴。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组模块还包括用于检测草坪的检测传感器，所述检测传感器

与割草刀片驱动模块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包括设置于边界的信号发射装置和设置于割草

机器人的信号接收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信号发射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信号发生器和电导线，所述电导线环绕草坪边

界安装。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信号接收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线圈单元、电容器和放大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

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将割草机器人工作记录、报警信息等数据传输到后台计算机

终端的数据传输装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612909 B

2



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领域，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

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草坪作为绿化、商业、体育和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维护美化越来越受

重视。国外对草坪的种植维护十分重视，甚至将其纳入法律范畴，而未来国内的草坪产业的

需求和发展也必将高速发展，由此带来的替代传统人工维护方式的智能维护设备也将会得

到大力的投入研究。

[0003] 目前最常见的用于草坪维护美化的智能维护设备为智能割草机器人，现有的智能

割草机器人大多采用传感器、智能控制和模式识别等技术，集成感知、识别、决策和控制等

功能，智能割草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设定的工作任务，同时完成自身的充电维护等。基于成

本和行业的限制，割草机器人的技术研究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中，割草机器人本体采用微

控制器来接受传感器感知的外界环境情况，进而控制牵引式或一体式的割草机械结构完成

割草任务，草坪区域的边界线采用电子篱笆或信标实现。在工作过程中，割草机器人大部分

时间保持直线运动，介于草坪凹凸不平，容易偏航。这就导致割草机器人按规定的路线遍历

后经常出现偏航情况，遗留较多的未处理的区域，而重复工作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电能，

也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提高智能割草机

器人割草效率的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包括主控制器、电机

驱动模块、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和传感器组模块，所述电机驱动模块包括车轮驱动模块和割

草刀片驱动模块，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视觉识别模块，所述传感器组模块包括光电码盘传

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均与主控

制器连接。本发明由于设置有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可以有效

地检测出草坪中未割草区域，使割草机器人保持正常线路割草，从而避免了草坪中出现较

多的未割草区域，大大提高了智能割草机器人的割草效率。

[0007] 所述主控制器为Arduino  Due控制器，Arduino  Due控制器是基于32位ARM核心的

Arduino控制器，集成有54个数字IO口，12个模拟输入口，4路UART硬件串口,84MHz的时钟频

率,一个USB  OTG接口,两路ADC，两路TWI，一个电源插座，一个SPI接口，一个JTAG接口，一个

复位按键和一个擦写按键。控制器上已经包含控制运行所需的各种部件，仅需要通过USB连

接到电脑，或者通过AC-DC适配器、电池连接到电源插座就可以让控制器开始运行。Arduino 

Due控制器兼容工作在3.3V且引脚排列符合1.0  Arduino标准的Arduino扩展板，具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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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用性。

[0008] 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包括用于采集草坪图像的摄像头，至少设置两个所述摄像头安

装于割草机器人两侧，并且摄像头以向下斜角度安装，以实现整个采集图像中的物体都位

于地面。由于草坪割草前和割草后区域有明显的颜色变化，通过两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识

别后的结果即可判定出已处理区域是否有遗漏，另外如果所采集到的图像中无明显边缘，

此时可根据割草机工作前采集到的草坪的颜色的灰度对比判定是否是未割草的区域。鉴于

割草机器人的移动速度较慢以及主控制器的处理能力有限，摄像头图像的采集以相对较低

的频率进行，从而达到更好的检测识别效果。

[0009] 所述光电码盘传感器包括光电检测装置和码盘，光电检测装置、码盘和车轮驱动

模块依次连接。当车轮驱动模块中的电动机旋转时，码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由发光二极管

等电子元件组成的光电检测装置检测出码盘的转速，也即当前电动机的转速，进一步获取

割草机器人的速度和短期内的移动距离。在工作过程中，光电码盘传感器检测割草机器人

左右轮的转速，以确保左右轮的转数相同，这样割草机器人就能更精确的以直线的方式行

走，以免偏离规划的路径。当视觉识别模块检测到未割草遗漏区不在割草机器人行进的线

路或前方有障碍物时，主控制器控制光电码盘传感器，进一步控制车轮驱动模块，使得车轮

发生转向，割草机器人进入未割草遗漏区工作或者绕开障碍物。

[0010] 所述电子罗盘传感器是平面电子罗盘传感器或三维电子罗盘传感器，电子罗盘传

感器指针水平正对小车的纵向轴。由于草坪的凹凸不平，割草机器人在移动过程中会发生

一定的颠簸，导致割草机器人的航向发生偏移，无法直线前行。本发明采用电子罗盘传感器

用于校准割草机器人移动路径的方向，一旦航向发生偏移，电子罗盘传感器将该信息传输

到主控制器，通过计算得到偏移量，主控制器控制光电码盘传感器，使得割草机器人发生一

定转向，补偿航向偏移，这样割草机器人又恢复以前正常的航向。

[0011] 所述传感器组模块还包括用于检测草坪的检测传感器，所述检测传感器与割草刀

片驱动模块连接。所述检测传感器核心部件为电容传感器，该电容传感器能够检测出草坪

和非草坪区域之间的电容差异。这样，当割草机器人不是处于草坪之上，检测传感器将控制

信息传递到割草刀片驱动模块，控制割草刀片停止工作，避免了割草刀片碰到石块或其它

坚硬物所造成损坏。此外，所述传感器组模块还包括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检测割草机器人前

方是否有障碍物。当有障碍物时，超声波传感器将信息传递到主控制器，由主控制器控制割

草机器人转向行驶。

[0012] 所述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包括设置于边界的信号发射装置和设置于割草机器人的

信号接收装置。边界的信号发射装置发射电信号，割草机器人的信号接收装置接收该信号。

当信号接收装置接收到的信号经判断为到达边界信号时，主控制器控制割草机器人转向，

避免割草机器人运动出边界。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信号发射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信号发生器和电导线，所述电导线

环绕草坪边界安装。在工作过程中，割草机器人上的主控制器控制信号发射装置的信号发

生器，使得信号发生器在电导线上产生一定强度的电流。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电导线的周

围产生一定强度的磁场，磁场强度随着离电导线的距离越远，强度越弱，割草机器人上的信

号接收装置根据该磁场信号，从而确定割草机器人是否离开边界。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信号接收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线圈单元、电容器和放大器。所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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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接收装置安装有一个或多个线圈单元，当线圈单元越靠近边界线，磁场信号的强度越大，

而且线圈单元跨越边界线时，线圈单元上电流信号的方向发生变化。利用信号接收装置跨

越边界时电流信号方向的反转，可以实现高效、准确的边界检测。

[0015] 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用于将割草机器人工作记录、报警信息等数据传输到后台计

算机终端的数据传输装置。通过数据传输装置将割草机器人工作过程中的工作记录、报警

信息等数据传输到后台计算机终端做进一步分析，这将有利于对割草机器人工作状态的了

解。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由于设置有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

传感器，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草坪中未割草区域，使割草机器人保持正常线路割草，从而避免

了草坪中出现较多的未割草区域，大大提高了割草机器人的割草效率，同时成本较低，使得

割草机器人能够长时间稳定可靠地工作于各类未知环境中。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割草机器人仰视图。

[0018] 附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工作流程图。

[0019] 附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边界信号收发装置示意图。

[0020] 附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割草机器人工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

为对本发明的限制；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对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22] 如图1所示的一种基于视觉和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控制系统，包括主

控制器、电机驱动模块、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和传感器组模块。所述电机驱动模块包括车轮驱

动模块11和割草刀片驱动模块12，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视觉识别模块，所述传感器组模块

包括光电码盘传感器、电子罗盘传感器和检测传感器，电子罗盘传感器与车轮驱动模块11

连接，检测传感器与割草刀片驱动模块12连接，此外还设有用于检测障碍物的超声波传感

器30。所述视觉识别模块、光电码盘传感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均与主控制器连接。所述视觉

识别模块包括用于采集草坪图像的摄像头一21和摄像头二22。所述电池40为割草机器人的

电源。

[0023] 如图2所示，割草机器人在开始工作过程中，分为图像识别进程、主控制进程和时

间监听进程三部分。图像识别进程是指视觉识别模块采集图片并进行分析的过程，主要包

括采集图像、图像预处理、边缘检测与灰度判定、获取匹配结果并更新检测结果储存和延时

五个步骤，通过这一进程，从而检测出草坪中的割草区和未割草区；主控制进程是指主控制

器的控制过程，主要包括获取所有事件状态及控制参数、判定当前状态并根据优先级处理

事件、更新状态储存及参数输出、控制直行倒退或转弯四个步骤，从而实现主控制器对割草

机器人工作的有效控制；时间监听进程包括边界信号收发装置、电子罗盘传感器、光电码盘

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和数据传输装置的工作进程。其中边界信号收发装置的工作为边界

信号接收子进程、接收信号、信号放大、滤波及匹配和更新事件状态四步骤，电子罗盘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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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工作为航向检测子进程、获取当前航向、对比分析和更新航向事件参数四步骤，光电码

盘传感器的工作为光电码盘检测子进程、获取车轮转速、获取当前行车状态、计算校正参数

和更新校准参数五步骤，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为障碍物检测子进程、超声波传感器接收信

号、分析信号的强度和角度及更新障碍物状态四个步骤，数据传输装置的工作为无线模块

子进程、读取端口数据和处理请求并输出数据三个步骤。通过时间监听进程，可以使得割草

机器人能够有效正常工作。

[0024] 如图3所示，边界信号收发装置包括设置于边界的信号发射装置和设置于割草机

器人的信号接收装置，信号发射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信号发生器和电导线，电导线环绕草

坪边界安装，信号接收装置包括线圈单元。信号发生器在电导线上产生一定强度的电流。根

据电磁感应原理，在电导线的周围产生一定强度的磁场，磁场强度随着离电导线的距离越

远，强度越弱。当线圈越靠近边界线，磁场信号的强度越大，而且线圈跨越边界线时，线圈上

电流信号的方向发生变化。利用信号接收装置跨越边界时线圈上电流信号方向的反转，可

以实现高效、准确的边界检测。

[0025] 如图4所示，割草机器人所工作的草坪上有障碍物、未进行割草的遗漏区和边界

线。割草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来检测障碍物，通过视觉识别模块来找出

草坪上的遗漏区，并利用光电码盘传感器及主控制器使割草机器人到达遗漏区进行工作。

同时，割草机器人通过边界信号收发装置来保证其在工作过程中不会越出边界。

[0026]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

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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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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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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