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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

法，属于机器人定位技术领域，包括视觉传感器、

激光测距传感器、驱动转轴、控制器，所述视觉传

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的输入端均与驱动转轴

的输出端连接，视觉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的

输出端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的输出端与驱

动转轴的输入端连接，控制器内部设置有信号处

理单元和存储单元。本发明在不对餐厅设施进行

改造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标定手段，即可完成

机器人在餐厅中的定位，在快速部署机器人的同

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搭载本室内定位

系统的机器人的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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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法，采用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

内定位系统，包括视觉传感器(1)、激光测距传感器(2)、驱动转轴(3)、控制器(4)，所述视觉

传感器(1)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的输入端均与驱动转轴(3)的输出端连接，视觉传感器(1)

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的输出端与控制器(4)连接；所述控制器(4)的输出端与驱动转轴(3)

的输入端连接，控制器(4)内部设置有信号处理单元和存储单元，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启动送餐机器人(8)，同时启动所述采用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

位系统，激光测距传感器(2)和视觉传感器(1)在转轴(3)的驱动下匀速转动，在扫描中，控

制器(4)进行记录送餐机器人(8)与周边障碍物的距离，同时采集了周边障碍物的图像，每

个障碍物的图像信号发送至控制器(4)处理后，筛选并记录特征图像，控制器(4)建立图像

特征与图像距离相对应的数据库；

步骤二、控制器(4)将所述步骤一中采集的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筛选，选取特征点A、

B、C作为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送餐机器人(8)与其距离分别为a、b、c，控制

器(4)内部自动对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相对于送餐机器人(8)的距离a、b、c

进行存储记录；完成定位系统坐标相对于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的标定；

步骤三、重复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将餐厅室内的点进行标定，在控制器(4)内建立餐

厅室内坐标的数据点云图，完成餐厅室内障碍物坐标点的标定；

步骤四、根据所述步骤三建立的数据点云图，启动送餐机器人(8)进行送餐服务，送餐

机器人(8)运行中通过旋转扫描的视觉传感器(1)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再次扫描周围障碍

物时，周围障碍物的距离与图像信息再次被采集，采集到的参考点信息通过模糊处理技术

与控制器(4)内已经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图像信息与距离信息均与存储信息相同，定位成

功，按控制器(4)采集的数据路径行走；

所述视觉传感器(1)采集的图像信号和所述激光测距传感器(2)采集的距离信号均由

控制器(4)内部设置的信号处理单元处理；

所述餐厅室内坐标的数据点云图存储在控制器(4)内部的存储单元中；

所述步骤四中送餐机器人(8)通过旋转扫描的视觉传感器(1)采集到控制器(4)内未标

定图像，激光测距传感器(2)采集的距离数据为两次不同数据，控制器(4)设置未标定图像

为移动障碍物；

所述激光测距传感器(2)为一维激光测距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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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定位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到一种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和技术发展而带来的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技术被越

来越多的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室内机器人在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室内运行的移动机器

人，既要知道自身坐标，又要知道目标点的坐标，这完全依赖于定位系统。室内一般并非开

阔场地，并可能存在人与其他等实时移动的物体，这就对机器人的室内定位系统提出了比

较高的要求。

[0003] 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针对机器人的室内定位系统，有通过在地面铺设磁性路标

的系统，此类系统需要对地面做出改造，工程量比较大，而且机器人只能像火车一样在指定

的路线行走，灵活性较差；有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与IMU单元融合的定位系统，此系统虽然

相对磁性路标系统有很大的灵活性，但是由于高精度IMU系统复杂，只用于军用系统中，而

民用的IMU精度一般，且会积累误差，长期使用后会导致精度下降。目前还没有出现能比较

好用于送餐机器人的室内定位系统。因此现有技术当中亟需要一种新型的技术方案来解决

这一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

方法，在不对餐厅设施进行改造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标定手段，即可完成机器人在餐厅中

的定位，在快速部署机器人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搭载本室内定位系统的机器

人的大规模推广。

[0005] 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视觉传感器、激光测

距传感器、驱动转轴、控制器，所述视觉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的输入端均与驱动转轴的

输出端连接，视觉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的输出端

与驱动转轴的输入端连接，控制器内部设置有信号处理单元和存储单元。

[0006] 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是：应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

位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启动送餐机器人，同时启动权利要求所述的定位系统，激光测距传感器和

视觉传感器在转轴的驱动下匀速转动，在扫描中，控制器进行记录送餐机器人与周边障碍

物的距离，同时采集了周边障碍物的图像，每个障碍物的图像信号发送至控制器处理后，筛

选并记录特征图像，控制器建立图像特征与图像距离相对应的数据库；

[0008] 步骤二、控制器将所述步骤一中采集的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筛选，选取特征点

A、B、C作为参考点A、参考点B、参考点C，送餐机器人与其距离分别为a，b，c；控制器内部自动

对参考点A、参考点B、参考点C相对于送餐机器人的距离a、b、c进行存储记录；完成定位系统

坐标相对于参考点A、参考点B、参考点C的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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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三、重复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将餐厅室内的点进行标定，在控制器内建立餐

厅室内坐标的数据点云图，完成餐厅室内障碍物坐标点的标定；

[0010] 步骤四、根据所述步骤三建立的数据点云图，启动送餐机器人进行送餐服务，送餐

机器人运行中通过旋转扫描的视觉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再次扫描周围障碍物时，周围

障碍物的距离与图像信息再次被采集，采集到的参考点信息通过模糊处理技术与控制器内

已经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图像信息与距离信息均与存储信息相同，定位成功，按控制器采

集的数据路径行走。

[0011] 所述视觉传感器采集的图像信号和所述激光测距传感器采集的距离信号均由控

制器内部设置的信号处理单元处理。

[0012] 所述餐厅室内坐标的数据点云图存储在控制器内部的存储单元中。

[0013] 所述步骤四中送餐机器人通过旋转扫描的视觉传感器采集到控制器内未标定图

像，激光测距传感器采集的距离数据为两次不同数据，控制器设置未标定图像为移动障碍

物。

[0014] 所述激光测距传感器为一维激光测距传感器。

[0015] 通过上述设计方案，本发明可以带来如下有益效果：一种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

机器人室内定位系统及定位方法，在不对餐厅设施进行改造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标定手

段，即可完成机器人在餐厅中的定位，在快速部署机器人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

于搭载本室内定位系统的机器人的大规模推广。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激光测距传感器采用一维激光测距传感器响应速度快，成本低；且通过激光测

距传感器和视觉传感器结合的旋转扫描来完成一维距离到二维平面中的点的转换，操作简

单。

[0018] 2、视觉技术成熟可靠，并且微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具有视觉处理能力的数字信

号处理器成本大大降低，利用移动平台处理视觉信号成为可能。

[0019] 3、在送餐机器人定位系统进行扫描时，利用室内已经存在的标志物作为参考点，

不需要再投入巨大资源对环境做改造。

[0020] 4、一次扫描即可完美记录参考点，从而计算坐标，部署速度大大提高。

[0021] 5、通过视觉信号来校验距离信号，解决了室内定位系统中测距传感器容易被移动

物体干扰造成误判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示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系统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示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系统餐厅标定坐标点示意

图。

[0025] 图中1-视觉传感器、2-激光测距传感器、3-驱动转轴、4-控制器、5-参考点A、6-参

考点B、7-参考点C、8-送餐机器人。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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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一种视觉与测距融合的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视觉传感器1、

激光测距传感器2、驱动转轴3、控制器4，所述视觉传感器1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的输入端均

与驱动转轴3的输出端连接，视觉传感器1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的输出端与控制器4连接；所

述控制器4的输出端与驱动转轴3的输入端连接，控制器4内部设置有信号处理单元和存储

单元。

[0027] 驱动转轴3驱动可以旋转用于扫描的视觉传感器1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视觉传感

器1负责在扫描中采集图像，激光测距传感器2负责在扫描中测量机器人与障碍物之间的距

离。视觉传感器1获得图像信号，激光测距传感器2获得距离信号，控制器4负责控制驱动转

轴3运转，处理激光测距传感器2和视觉传感器1的信号。

[0028] 本发明工作过程如图2所示，定位开始前，系统先进行一次标定。送餐机器人8首先

进行扫描，激光测距传感器2和视觉传感器1在驱动转轴3的驱动下匀速转动，在扫描中，控

制器4记录了与周边障碍物的距离，同时采集了周边障碍物的图像，每个障碍物的图像经过

控制器4处理后，筛选出明显特征并记录，控制器建立图像特征与图像距离的一一对应。系

统进行筛选，选取有在视觉上易于区分，具有明显轮廓和明显颜色特征的A，B，C作为参考点

A5,参考点B6，参考点C7，送餐机器人8此时与其距离分别为a，b，c。此时即完成了送餐机器

人8坐标相对于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的标定。如此重复扫掠，将室内的点进行标

定，最终依靠控制器4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建立室内坐标的点云图。

[0029] 定位工作过程如下所叙述，当送餐机器人8在运行中通过旋转扫描的视觉传感器1

和激光测距传感器2再次扫描周围障碍物时，周围障碍物的距离与图像信息再次被采集，当

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的信息通过模糊处理技术与控制器4已经存储的信息进行对

比时，如果图像信息与距离信息均与存储信息相同，即定位系统与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

考点C7的距离分别为a，b，c，则送餐机器人8位于之前通过参考点A5,参考点B6，参考点C7完

成定位的点之上，定位成功。

[0030] 通过多设立参考点，增强模糊处理，系统能完成精确定位。

[0031] 当有移动障碍物进入视野时，定位系统可以通过视觉传感器1与激光测距传感器2

相结合，剔除动态目标。方法如下：当视觉传感器1采集到非标定图像时，若激光测距传感器

2的数据对应两次不同的距离，控制器4在减去自身坐标后，若非标定图像相对送餐机器人8

距离仍然不相同，则非标定图像为运动障碍物。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5467994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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