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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一种适用于地面移动机器人在

煤矿地下巷道环境中自主定位和环境建模的方

法。它包括如下步骤，1)机器人组合定位算法；2)

基于环境信息的定位修正；3)机器人3D环境建模

方法。本发明的优点是，通过煤矿巷道测量移动

机器人能够自动生成巷道的三维模型，可以立

体、直观、准确地表现并反映井下巷道及其空间

关系，对于指导现场生产、培训矿工安全生产有

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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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巷道机器人定位与环境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1)机器人组合定位算法；

2)基于环境信息的定位修正；

3)机器人3D环境建模方法；

所述的步骤1)为在煤矿井下环境中，选用基于Kalman滤波的中等精度惯导系统+里程

仪的组合导航定位方式，中等精度惯导系统具有较强的姿态保持能力，但定位误差会随时

间不断累积；而里程仪的测量误差一般随里程增加，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组合可以

构成高精度的自主导航系统，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状态方程为：xk＝Akxk-1+wk-1，

其中：

状态变量xk＝[▽k,Δvk,Δsk,ΔKk]，▽k为加速度计随机常值零偏误差，Δvk、Δsk分别

为惯性导航解算的速度误差和位置误差，ΔKk为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

状态转移矩阵 T为采样时间；

系统噪声wk为零均值白噪声，噪声方差阵为Qk，即E[wk]＝0、

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测量方程为：zk＝Hkxk+ξk，

其中：观测量zk为从tk-1时刻到tk时刻，惯导解算的位移增量 与里程仪测量的位

移增量 之差，即 在剔除打滑和滑行随机误

差后，里程仪测量值 与真实值dk之间的关系为

测量矩阵

测量噪声ξk为零均值白噪声，测量噪声方差阵为Rk，即E[ξk]＝0、

所述的步骤2)里程仪的误差包括刻度系数误差，以及由于打滑或滑行造成的随机误

差，设机器人导航的全局坐标系为OXYZ为东北天坐标系，坐标原点为机器人导航的起始点，

机器人相对坐标系OrXrYr定义为以机器人为原点，以机器人前进方向为Xr轴，垂直于Xr轴

逆时针90°方向为Yr轴，在全局坐标系内，机器人航向角ψ定义为机器人Xr轴相对于X轴的夹

角，偏北为正；俯仰角θ定义为Xr轴在OYZ平面内的投影与Y轴夹角，向上为正，在机器人相对

坐标系内，目标航向角α定义为，目标与机器人连线相对于Xr轴的夹角，逆时针方向为正，

选用激光雷达探测的环境信息对里程仪误差进行修正，规定定位修正时激光雷达的俯

仰角度为0，算法步骤如下：

(1)根据里程仪提供的位移增量 和惯导系统提供的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从k-1时刻机

器人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k-1,yk-1,zk-1)，推算机器人在k时刻的预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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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已知的环境特征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 ,zo)，以及机器人k时刻的预测位

置 计算环境特征在k时刻相对机器人的距离lo：

(3)k时刻激光雷达对周围环境进行扫描，从扫描点中提取环境特征，得到当前关注的

环境特征在机器人坐标系中的实测距离ρo和角度αo；

(4)剔除异常数据：对比lo与ρo，当lo-ρo大于设定的打滑阈值M时，认为机器人车轮处于

打滑状态；当lo-ρo小于设定的滑行阈值N时，认为机器人车轮处于滑行状态；上述异常数据

即不参与导航解算也不参与误差修正；

(5)根据由激光雷达获得的特征点在机器人坐标系的坐标(ρo,αo)，以及环境特征在全

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zo)，计算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及机器人在k-1时刻到k时

刻的实际里程dk：

(6)计算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ΔKk，在组合导航算法中用ΔKk对里程仪测量值进行修

正：

所述的步骤3)为实现对煤矿巷道的3D环境建模，选用二维激光雷达与高精度电控转台

组成环境探测系统，二维激光雷达在电控转台的驱动下可以绕Yr轴转动，激光雷达的俯仰

角β定义为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采用二维笛卡尔矩形栅格及高度图的方式来表示雷达探测到的环境，用一个二维数组

Tm×n记录该环境地图：

根据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以及激光雷达俯仰角βk和激

光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信息(ρo,αo)，可以计算障碍物在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xo,yo,zo)：

设栅格的大小为w×w，则障碍物占据的栅格的二维坐标(xg,o,yg,o)为：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5573310 B

3



int( )表示取整运算

当二维激光雷达俯仰扫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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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巷道机器人定位与环境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智能移动机器人导航控制方法，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地面移动机

器人在煤矿地下巷道环境中自主定位和环境建模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移动机器人是一类能够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和自身状态，实现在有障碍物的

环境中面向目标的自主导航运动，从而完成预定任务的机器人系统。要实现机器人自主导

航运动，必须要解决轨迹规划、运动控制、环境建模、实时定位等一系列问题。

[0003] 煤矿巷道的三维模型，可以立体、准确地反映井下巷道及其空间关系，对于指导现

场生产、培训矿工安全生产、实施井下救援有着积极意义，是矿山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

一，为实现矿山井下环境的可视化虚拟再现奠定了基础。

[0004] 煤矿地下巷道环境复杂，尤其在当煤矿发生坍塌、瓦斯爆炸等事故时，井下条件十

分恶劣，给测量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甚至危及测量人员的安全。将智能机器人技术应用于煤

矿巷道探测，将为煤矿井下测绘提供一种安全、快速、有效的解决途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煤矿巷道机器人定位与环境建模方法，它能够用于煤矿

地下巷道探测的机器人定位、环境建模算法。同步定位与建图算法模块，通过融合多种传感

器信息，在精确定位的同时，建立井下巷道的3D环境模型。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煤矿巷道机器人定位与环境建模方法，它包括如下步

骤，

[0007] 1)机器人组合定位算法；

[0008] 2)基于环境信息的定位修正；

[0009] 3)机器人3D环境建模方法。

[0010] 所述的步骤1)为在煤矿井下环境中，选用基于Kalman滤波的中精度惯导系统+里

程仪的组合导航定位方式，中等精度惯导系统具有较强的姿态保持能力，但定位误差会随

时间不断累积；而里程仪的测量误差一般随里程增加，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组合可

以构成高精度的自主导航系统，

[0011] 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状态方程为：xk＝Akxk-1+wk-1，

[0012] 其中：

[0013] 状态变量 为加速度计随机常值零偏误差，Δvk、Δsk分

别为惯性导航解算的速度误差和位置误差，ΔKk为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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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状态转移矩阵 T为采样时间；

[0015] 系统噪声Wk为零均值白噪声，噪声方差阵为Qk，即E[wk]＝0、

[0016] 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测量方程为：zk＝Hkxk+ξk，

[0017] 其中：观测量Zk为从tk-1时刻到tk时刻，惯导解算的位移增量 与里程仪测量

的位移增量 之差，即 在剔除打滑和滑行等

随机误差后，里程仪测量值 与真实值dk之间的关系为

[0018] 测量矩阵

[0019] 测量噪 声ξk 为零均值白噪 声 ，测量噪 声方差阵 为 R k ，即 E [ξk ] ＝ 0 、

[0020] 所述的步骤2)里程仪的误差主要包括刻度系数误差，以及由于打滑或滑行造成的

随机误差，设机器人导航的全局坐标系为OXYZ为东北天坐标系，坐标原点为机器人导航的

起始点，机器人相对坐标系OrXrYr定义为以机器人为原点，以机器人前进方向为Xr轴，垂直

于Xr轴逆时针90°方向为Yr轴。在全局坐标系内，机器人航向角ψ定义为机器人Xr轴相对于X

轴的夹角，偏北为正；俯仰角θ定义为Xr轴在OYZ平面内的投影与Y轴夹角，向上为正，在机器

人相对坐标系内，目标航向角α定义为，目标与机器人连线相对于Xr轴的夹角，逆时针方向

为正，

[0021] 选用激光雷达探测的环境信息对里程仪误差进行修正，规定定位修正时激光雷达

的俯仰角度为0，算法步骤如下：

[0022] (1)根据里程仪提供的位移增量 和惯导系统提供的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从k-1

时刻机器人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k-1 ,yk-1 ,zk-1)，推算机器人在k时刻的预测位置

[0023]

[0024] (2)根据已知的环境特征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zo)，以及机器人k时刻的预

测位置(x′k,y′k,z′k)，计算环境特征在k时刻相对机器人的距离lo：

[0025]

[0026] (3)k时刻激光雷达对周围环境进行扫描，从扫描点中提取环境特征，得到当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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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环境特征在机器人坐标系中的实测距离ρo和角度αo；

[0027] (4)剔除异常数据：对比lo与ρo，当lo-ρo大于设定的打滑阈值M时，认为机器人车轮

处于打滑状态；当lo-ρo小于设定的滑行阈值N时，认为机器人车轮处于滑行状态；上述异常

数据即不参与导航解算也不参与误差修正；

[0028] (5)根据由激光雷达获得的特征点在机器人坐标系的坐标(ρo,αo)，以及环境特征

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zo)，计算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及机器人在k-1时刻

到k时刻的实际里程dk：

[0029]

[0030]

[0031] (6)计算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ΔKk，在组合导航算法中用ΔKk对里程仪测量值进行

修正：

[0032]

[0033] 所述的步骤3)为实现对煤矿巷道的3D环境建模，选用二维激光雷达与高精度电控

转台组成环境探测系统，二维激光雷达在电控转台的驱动下可以绕Yr轴转动，激光雷达的

俯仰角β定义为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0034] 采用二维笛卡尔矩形栅格及高度图的方式来表示雷达探测到的环境，用一个二维

数组Tm×n记录该环境地图：

[0035]

[0036] 根据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以及激光雷达俯仰角βk

和激光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信息(ρo,αo)，可以计算障碍物在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xo,yo,

zo)：

[0037]

[0038] 设栅格的大小为w×w，则障碍物占据的栅格的二维坐标(xg,o,yg,o)为：

[0039] (int( )表示取整运算)

[0040] 当二维激光雷达俯仰扫描时，

[0041] 本发明的优点是，通过煤矿巷道测量移动机器人能够自动生成巷道的三维模型，

可以立体、直观、准确地表现并反映井下巷道及其空间关系，对于指导现场生产、培训矿工

安全生产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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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控制系统原理图；

[0043] 图2为信息处理算法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介绍：

[0045] 煤矿巷道探测机器人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内部传感器包括里程仪和惯性导航系

统，用于测量机器人的位移和姿态。外部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摄像机、超声测距传感器、红

外测距传感器，其中激光雷达、摄像机用于直接感知环境信息，超声、红外测距传感器用于

紧急避障。车载计算机用于采集各传感器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处理，进行决策，并向驱动单

元发送控制指令。

[0046] 信息采集处理模块的算法原理如图2所示。内部传感器里程仪和惯导系统通过组

合导航算法得到机器人当前位置和航向；激光雷达数据经滤波处理，摄像机信息经图像处

理后分别提取环境特征，两类传感器数据的融合采取特征级数据融合算法；机器人位姿和

环境特征经SLAM算法，更新全局地图；并根据全局地图、当前环境特征对里程仪模型参数进

行修正，提高定位精度。

[0047] 一种煤矿巷道机器人定位与环境建模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0048] 1.机器人组合定位算法

[0049] 在煤矿井下环境中，机器人无法接收GPS信息，因此机器人必须具备自主定位功

能。而且为了确保环境建图的准确性，对机器人长航时的定位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

选用基于Kalman滤波的中精度惯导系统+里程仪的组合导航定位方式。中等精度惯导系统

具有较强的姿态保持能力，但定位误差会随时间不断累积；而里程仪的测量误差一般随里

程增加。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组合可以构成高精度的自主导航系统。

[0050] 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状态方程为：xk＝Akxk-1+wk-1。

[0051] 其中：

[0052] 状态变量 为加速度计随机常值零偏误差，Δvk、Δsk分

别为惯性导航解算的速度误差和位置误差，ΔKk为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

[0053] 状态转移矩阵 T为采样时间；

[0054] 系 统 噪 声 T k 为 零 均 值 白 噪 声 ，噪 声 方 差 阵 为 Q k ，即 E [ w k ] ＝ 0 、

[0055] 惯导/里程仪组合导航系统的测量方程为：zk＝Hkxk+ξk。

[0056] 其中：

[0057] 观测量zk为从tk-1时刻到tk时刻，惯导解算的位移增量 与里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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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测量的位移增量 之差，即 (在剔除

打滑和滑行等随机误差后，里程仪测量值 与真实值dk之间的关系为

[0059] 测量矩阵

[0060] 测量噪 声ξk 为零均值白噪 声 ，测量噪 声方差阵 为 R k ，即 E [ξk ] ＝ 0 、

[0061] 2.基于环境信息的定位修正

[0062] 里程仪是基于安装在驱动车轮上的编码器将车轮旋转转换为相对地面的线性位

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里程仪的误差主要包括刻度系数误差，以及由于打滑或滑行造成的

随机误差。为了保持组合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抑制里程仪的误差至关重要。

[0063] 设机器人导航的全局坐标系为OXYZ为东北天坐标系，坐标原点为机器人导航的起

始点。机器人相对坐标系OrXrYr定义为以机器人为原点，以机器人前进方向为Xr轴，垂直于

Xr轴逆时针90°方向为Yr轴。在全局坐标系内，机器人航向角ψ定义为机器人Xr轴相对于X轴

的夹角，偏北为正；俯仰角θ定义为Xr轴在OYZ平面内的投影与Y轴夹角，向上为正。在机器人

相对坐标系内，目标航向角α定义为，目标与机器人连线相对于Xr轴的夹角，逆时针方向为

正。

[0064] 在此选用激光雷达探测的环境信息对里程仪误差进行修正。规定定位修正时激光

雷达的俯仰角度为0。算法步骤如下：

[0065] (7)根据里程仪提供的位移增量 和惯导系统提供的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从k-1时

刻机器人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k-1,yk-1,zk-1)(由组合导航系统获得)推算机器人在k时刻

的预测位置

[0066]

[0067] (8)根据已知的环境特征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zo)，以及机器人k时刻的预

测位置 计算环境特征在k时刻相对机器人的距离lo：

[0068]

[0069] (9)k时刻激光雷达对周围环境进行扫描，从扫描点中提取环境特征，得到当前关

注的环境特征在机器人坐标系中的实测距离ρo和角度αo。

[0070] (10)剔除异常数据：对比lo与ρo，当lo-ρo大于设定的打滑阈值M时，认为机器人车

轮处于打滑状态；当lo-ρo小于设定的滑行阈值N时，认为机器人车轮处于滑行状态。上述异

常数据即不参与导航解算也不参与误差修正。

[0071] (11)根据由激光雷达获得的特征点在机器人坐标系的坐标(ρo,αo)，以及环境特征

在全局地图中的位置(xo,yo,zo)，计算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及机器人在k-1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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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k时刻的实际里程dk：

[0072]

[0073]

[0074] (12)计算里程仪刻度系数误差ΔKk，在组合导航算法中用ΔKk对里程仪测量值进

行修正：

[0075]

[0076] 3.机器人3D环境建模方法

[0077] 为了实现对煤矿巷道的3D环境建模，选用二维激光雷达与高精度电控转台组成环

境探测系统。二维激光雷达在电控转台的驱动下可以绕Yr轴转动，激光雷达的俯仰角β定义

为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0078] 采用二维笛卡尔矩形栅格及高度图的方式来表示雷达探测到的环境。用一个二维

数组Tm×n记录该环境地图：

[0079]

[0080] 根据k时刻机器人的位置(xk,yk,zk)、航向角ψk、俯仰角θk，以及激光雷达俯仰角βk

和激光雷达探测到的障碍物信息(ρo,αo)，可以计算障碍物在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xo,yo,

zo)：

[0081]

[0082] 设栅格的大小为w×w，则障碍物占据的栅格的二维坐标(xg,o,yg,o)为：

[0083] (int( )表示取整运算)

[0084] 当二维激光雷达俯仰扫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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