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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将三维

激光雷达安装在移动负载平台上，沿采空区行进

同时激光雷达扫描获得点云，由相邻帧点云特征

匹配算法获得移动负载平台第一组空间位移与

姿态信息；由测速编码器、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

度计和GPS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获得移动负

载平台的第二组空间位移与姿态信息。将两组空

间位移与姿态信息通过卡尔曼滤波，获得精度优

化的空间位移与姿态预测值，修正每帧激光点云

位姿，进而通过坐标转换统一和多站点激光点云

配准，获得采空区的完整点云。后经网格化处理

获得数字表面模型，并计算出采空区体积；将采

空区数字表面模型与目标开采模型比对，可对采

矿施工作业效果、采掘体积、采矿效率和贫化率

等指标进行评价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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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提出的矿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

包括：移动负载平台（1），电动车轮（2），测速编码器（3），三角支架（4），一维电动旋转云台

（5），直角安装支架（6），三维激光雷达（7），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GPS（9）；所述移动

负载平台（1）底部安装了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通过差速控制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

（2）实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前后和左右移动，沿着矿区地下采场巷道行进；在左右两个

所述电动车轮（2）上分别安装了一个所述测速编码器（3），测量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的实

时转速，然后通过积分计算，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行进位移和转向方位；在所述移

动负载平台（1）上装有一个所述三角支架（4），在所述三角支架（4）的安装平台上安装了所

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进一步通过所述直角安装支架（6）垂直安

装在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上；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和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组

合形成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对巷道和采空区进行激光

扫描进行三维重建；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进行水平360°旋

转，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是在垂直方向上进行360°旋转，两个360°旋转相组

合，可使激光扫描能覆盖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行进轨迹周围的完整空间，实现对采空区

空间的全方位扫描，获得采空区四壁的激光扫描点云；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安

装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上，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集成了陀螺仪与加速度计

的综合测量功能，可测量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加速度和三维姿态角速度，通

过积分运算，可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位移与姿态角值；所述GPS（9）安装

在所述三角支架（4）上，获得在初始测量位置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在当地水平测量参考

坐标系中的空间三维坐标；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3）获得的

位移、转向方位及姿态角信息通过数据融合滤波算法，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测量站点

的实时位置、速度、加速度及姿态角信息。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矿井入口处，用

所述GPS（9）进行卫星定位，获得矿井入口处在当地水平参考坐标系下的空间位置，将其三

维坐标做为原点，建立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其三轴方向即与此时所述三维激

光雷达（7）的测量参考坐标系三轴方向相同。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巷道的扫描和三

维成像过程中，控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沿巷道行进，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暂不工

作，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平面垂直于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行进方向；所述

三维激光雷达（7）对矿道进行激光扫描获得点云，采用基于激光点云的视觉里程计自主定

位跟踪测量原理，重建巷道三维数字地形图，其方法为：对每一帧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处理，

获得特征点、特征线和特征面，比较相邻两帧点云同名特征点的坐标变化，根据激光扫描视

觉测量原理，获得两相邻帧点云之间的三维空间相对位移及相对三维姿态角变化；通过坐

标系转换可将后一帧的激光点云与前一帧的激光点云配准，通过连续的配准处理，可将每

一帧激光点云配准在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下，获得巷道的三维地形图；在激光

扫描三维成像过程中，需要结合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空间运动状态与所述一维电动旋

转云台（5）的空间运动状态，对单纯采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位姿估计值进行修正。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一方面通过单独采

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实时特征匹配，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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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另一方面由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3）

组合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第二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将两组位姿测量估计值通过扩

展卡尔曼滤波进行优化，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较精确的位姿预测值；将

此位姿预测值用于每帧激光扫描点云的坐标平移旋转变换，统一到采矿口初始测量站点处

的激光扫描初始参考坐标系下，实现巷道的三维数字建模。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移动负载平

台（1）到达某个采空区地面的近似中间位置时，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停止移动，仅由

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和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360°转

动，对采空区进行全方位扫描，此时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变化仅由所述一

维电动旋转云台（5）确定，可减少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运动时带来的测量误差，提高每帧

激光扫描点云的匹配精度；当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在水平

方向上慢速旋转360°后停止转动，完成一周旋转，在这个转动过程中，所述三维激光雷达

（7）在垂直方向上进行快速360°旋转扫描，完成该采空区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所述一维电

动旋转云台（5）采用步进电机驱动涡轮蜗杆精密传动机构，其转动速度设为恒值，通过确定

转动速度和起始转动角位置，根据测量时间，可确定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每一帧点云扫描

时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转角位置；将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静止状态空间位

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转动状态进行组合，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

台的空间运动状态，确定激光扫描每一帧点云的空间位置与姿态测量值，从而可将所述三

维激光雷达（7）的每一帧扫描点云通过坐标转换，统一到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

中；当一个采空区测量完后，操纵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前进，继续如同对巷道的激光扫描

过程，直到到达下一个相邻采空区地面的近似中间位置停止，然后继续进行在本采空区的

激光扫描测量过程；由于从上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到下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的行进过程

中，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空间运动位姿状态测量值存在误差，两个相邻采空

区的激光扫描点云无法精确配准，因此需要进行多站点激光点云配准处理，使两个相邻站

点测量的激光点云能够正确拼接。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测量前在光滑采掘

壁上安装丁字形角板，通过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扫描丁字形角板，增加特征点，提高相邻

帧点云的配准精度。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多站点的测量点云

通过对准拼接，转换到同一坐标系下，获得整个采空区的激光扫描三维点云；对获得的采空

区完整激光点云进行去噪处理，删除粗大误差点，然后对缺失点云区域进行补点，同时对点

云的密度进行均匀化插值处理，使点密度均匀，继而通过三角网格化处理，获得Mesh三角网

格化数字模型；由采空区的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经过曲面拟合插值运算，获得数字表

面模型，显示采空区的三维形态；从数字表面模型中提取出最大水平面积，对最大水平面积

进行矩形网格化细分成多个单元阵列，将每个单元面积与其对应的数字表面模型在此单元

面积中的平均高度值相乘，再经累加计算，可获得整个采空区数字表面模型的包围体积；将

获得的数字表面模型与目标开采三维模型比对，进行交并差布尔运算，可对采矿施工的完

成效果、采矿效率和贫化率指标进行评价。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了多个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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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包括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转角值、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扫描角度和激光

测距值，所述测速编码器（3）、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GPS（9）所获得的测

量站点的空间位置与姿态值；这些传感器测量数据需通过严格时间同步，并经集成融合处

理后，才能实现激光点云空间位置的准确计算；通过编制VC++同步数据采集软件，将所述三

维激光雷达（7）的测量数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以及其他传感器的测量数据进行

严格时间同步采集，然后进行扩展卡尔曼滤波处理，可完成激光点云的计算。

9.按照权利要求1和5所述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多站点激光点

云匹配过程中，首先对每个激光点云进行特征点提取，获得局部法向量、局部曲率及凸点、

凹点等特征点；然后先利用局部法向量、局部曲率等特征对两个点云进行初配准，将两点云

调整到近似重叠的位置；再用迭代最近点算法进行精配准，获得两个点云之间的相对平移

和旋转矩阵参数；最后通过坐标转换，将一个点云转换到另一个点云的参考坐标系下。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10412616 A

4



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构建地下采空区的三维成像，进而通过计算实

际采空区体积，与预先开采区域比较，实现对采场施工完成指标的验收与评价。

背景技术

[0002] 采矿工程三维可视化模型的建立是矿区数字化的核心要求，对矿区设计、生产、残

矿回采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三维激光雷达作为最新地形测绘技术，其通过发射激

光脉冲对被测地形进行扫描，获得被测地形表面的海量测量点云，然后通过后续点云滤波

处理和曲面拟合，快速获得被测地形表面的三维数字模型。三维激光雷达扫描建模技术测

量速度快，激光点数密集，建模迅速，对矿区采空区三维成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本申

请基于三维激光雷达扫描成像技术设计了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可实现采空

区的三维成像建模及体积计算，并对采矿作业情况进行验收和评价。

发明内容

[0003] 为实现矿山采空区的三维建模、体积计算及采矿作业效果评价，本申请提出了一

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设计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现要求：（1）可将地

下采空区三维形态与地上当地测量参考坐标系相结合，通过激光点云求得整个采空区的体

积，并与规划采空区进行比对，实现对采矿作业效果的评估；（2）能对巷道进行三维成像；

（3）能够对一个独立的采空区域进行激光扫描和三维成像；（4）能够将两个相邻的采空区激

光点云进行有效拼接，最后将所有采空区点云形成一个统一的三维数字模型。

[0004] 基于上述要求，本申请提出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与装置，其特征在于，矿

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包括：移动负载平台（1），电动车轮（2），测速编码器（3），三角支架（4），

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直角安装支架（6），三维激光雷达（7），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

（8），GPS（9）。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底部安装了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通过差速控制

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实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前后和左右移动，沿着矿区地下采

场巷道行进；在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上分别安装了一个所述测速编码器（3），测量两

个所述电动车轮（2）的实时转速，通过积分计算，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行进位移和

转向方位。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上装有一个所述三角支架（4），在所述三角支架（4）的安

装平台上安装了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进一步通过所述直角安

装支架（6）垂直安装在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上。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和所述一维电

动旋转云台（5）组合形成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对巷道

和采空区进行激光扫描实现三维重建。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

（7）进行水平360°旋转，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是在垂直方向上进行360°旋转，

两个360°旋转运动相组合，可使激光扫描能覆盖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行进轨迹周围的

完整空间，实现对采空区空间的全方位扫描，获得采空区四壁的激光扫描点云。所述六自由

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安装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上，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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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了陀螺仪与加速度计的综合测量功能，可测量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加

速度和三维姿态角速度，通过积分运算，可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位移与

三维姿态角值。所述GPS（9）安装在所述三角支架（4）上，获得在初始测量位置时所述移动负

载平台（1）在当地水平参考坐标系中的空间三维坐标。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

所述测速编码器（3）获得的位移、转向方位及姿态角信息通过数据融合滤波算法，获得所述

移动负载平台（1）测量站点的实时位置、速度、加速度及姿态角信息。

[0005] 其中，测量中需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地下矿区无卫星信号，无法通过GPS（9）对

移动负载平台（1）的空间位置进行精确且连续的定位和跟踪，只能在巷道入口处进行测量

获得一个初始值。虽然安装了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测速编码器（3），但由于两种

传感器均有较大的测量误差和累积误差，也难以获得移动负载平台（1）的精确定位。单纯通

过采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所扫描的不同帧扫描点云进行特征匹配获得三维地形图的方

法，也容易存在匹配偏差，因此有必要采用多传感器融合算法，使各种传感器取长补短，有

效提高激光扫描站点空间位置的预测精度，从而获得精确的三维建模；二是单个测量站点

的激光扫描一般无法将所有采空区的空间轮廓面都扫描完全，需要多个测量站点进行扫描

获得多个点云，然后将各测量站点所获得的点云进行拼接和配准，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地

下采矿区激光点云，因此如何实现多测量站点所获得的激光扫描点云的精确配准是一个需

解决的难点。我们提出的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重点解决上述两个难题。

[0006] 其中，在矿井入口处，用所述GPS（9）进行卫星定位，获得矿井入口处在当地水平参

考坐标系下的空间位置，将其三维坐标做为原点，建立‘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

其三轴方向即与此时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测量参考坐标系三轴方向相同。

[0007] 其中，在巷道的扫描和三维成像过程中，控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沿巷道行进，

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暂不工作，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平面垂直于所述移

动负载平台（1）的行进方向。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对巷道进行激光扫描获得点云，采用基

于激光点云的视觉里程计自主定位跟踪测量方法，重建巷道三维数字地形图，其方法为：对

每一帧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处理，获得特征点、特征线和特征面，比较相邻两帧同名特征点的

坐标变化，根据激光扫描视觉测量原理，获得两相邻帧点云之间的三维空间相对位移及相

对三维姿态角变化；通过坐标系转换可将后一帧的激光点云与前一帧的激光点云配准，通

过连续的配准处理，可将每一帧激光点云配准在‘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下，获

得巷道的三维地形图。当被测巷道周围环境特征不明显时，基于相邻帧激光点云进行位姿

估计时由于特征点不足或同名点匹配错误，相邻帧激光点云的位姿估计容易丢值或误差较

大，导致无法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位姿进行正确跟踪，造成点云坐标转换时

发生错位，导致重建三维地形图的失真。因此，在激光扫描三维成像过程中，需要结合所述

移动负载平台（1）的空间运动状态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空间运动状态，对单纯采

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位姿估计值进行修正。

[0008] 其中，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沿巷道进入采空区的移动过程中，由于在矿道中卫

星信号遮挡，此时所述GPS（9）的数据无法得到。但通过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

所述测速编码器（3）两种测量数据，通过卡尔曼滤波，可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位姿

实时测量值。因此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扫描过程中，结合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

（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3）的实时测量信息，来辅助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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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进行实时优化，提高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位姿估计精度，减少测量误差影

响，进而可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所获得的多帧扫描点云进行坐标转换，统一到同一参考

坐标系下。但由于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3）两种传感器的测

量误差和累积误差的存在，随着测量时间的延长，获得的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位姿信息

误差会逐渐增大，不利于激光点云的三维重建，影响激光点云的匹配和建图精度。因此，一

方面通过单独采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实时特征匹配，来获得所述

移动负载平台（1）的一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另一方面由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

所述测速编码器（3）组合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第二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将两组位姿

测量估计值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进行优化，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较精

确位姿预测值；将此位姿预测值用于每帧激光扫描点云的坐标平移旋转变换，统一到采矿

口初始测量站点处的‘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下，从而实现巷道的三维数字建

模。

[0009] 其中，关于采空区的激光扫描和三维成像，当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到达某个采空

区地面的近似中间位置时，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停止移动，仅由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

台（5）和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360°转动，对采空区进行全方

位扫描，此时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变化仅由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确

定，可减少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运动时带来的测量误差，提高每帧激光扫描点云的匹配精

度。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在水平方向上慢速旋转360°后停

止转动，完成一周旋转，在这个转动过程中，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在垂直方向上进行快速

360°旋转扫描，完成了该采空区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采用步进

电机驱动涡轮蜗杆精密传动机构，其转动速度为恒定值，通过确定转动速度和起始转角位

置，通过测量转动时间，可确定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每一帧扫描时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

（5）的转动位置。将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静止状态空间位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

台（5）的转动状态组合，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空间运动状态，确定激光

扫描每一帧点云的空间位置与姿态值，从而可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每一帧扫描点云

通过坐标转换，统一到‘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中。

[0010] 其中，当一个采空区测量完后，操纵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前进，继续如同对巷道

的激光扫描过程，直到到达下一个相邻采空区的地面近似中间位置停止，然后继续进行在

本采空区的激光扫描测量过程。由于从上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到下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的

行进过程中，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空间运动位姿状态测量值存在误差，两个

相邻采空区的激光扫描点云无法精确配准，因此需进行多站点激光点云配准处理，使两个

相邻站点测量的激光点云能正确拼接。

[0011] 其中，地下采场的采掘壁有时比较光滑，难以获得明显特征点，因此测量前可在光

滑采掘壁上安装丁字形角板，通过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扫描丁字形角板，增加特征点，提

高相邻帧点云的配准精度。

[0012] 其中，多站点测量点云进行特征点提取和匹配，获得两个相邻站点激光点云的相

对坐标系转换矩阵，实现两个相邻站点的激光点云对准拼接，统一到到同一坐标系下，获得

整个采空区的激光扫描三维点云。对获得的采空区完整激光点云进行去噪处理，删除粗大

误差点，然后对缺失点云区域进行补点，同时对点云的密度进行均匀化插值处理，使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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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继而通过三角网格化处理，获得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在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

型的基础上，计算采空区体积。

[0013] 其中，由采空区的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经过曲面拟合插值运算，获得数字表

面模型，显示采空区的三维形态。从数字表面模型中提取出最大水平面积，对最大水平面积

进行矩形网格化细分成多个单元阵列，将每个单元面积与其对应的数字表面模型在此单元

面积中的平均高度值相乘，再经累加计算，可获得整个采空区数字表面模型的包围体积；当

最大水平面积的网格细分足够多时，则所计算的数字表面模型的计算体积就足够精准。计

算出的采空区体积用于对采矿作业的工作量进行计算。另外，将获得的数字表面模型与目

标开采三维模型比对，进行交并差布尔运算，可对采矿施工的完成效果、采矿效率、贫化率

等指标进行计算评价。

[0014] 其中，提出的矿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中包含了多个传感器，其测量值包括所述一

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转角值、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扫描角度和激光测距值，所述测速

编码器（3）、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GPS（9）所获得的测量站点的空间位置

与姿态值，这些传感器测量数据需严格时间同步，并经集成融合处理后，才能实现激光点云

空间位置的准确计算。通过编制VC++同步数据采集软件，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测量数

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及其他传感器的测量数据进行严格时间同步采集，然后进

行扩展卡尔曼滤波处理，可完成激光点云的计算。

[0015] 其中，由于三维激光雷达测量设备本身及采空区环境的限制，采空区空间表面轮

廓的完整测量数据往往需要通过多次激光扫描完成。因此，为获取采空区的完整三维点云，

需要通过点云配准将不同站点扫描的点云整合到一个统一坐标系中。配准的主要目的是找

到一个点云到另一个点云的相对位置和姿态角，进而通过坐标转换，将两个或多个激光点

云转换到同一坐标系统中。首先对每个激光点云进行特征点提取，获得局部法向量、局部曲

率及凸点、凹点等特征点。然后先利用局部法向量、局部曲率等特征对两个点云进行初配

准，将两点云调整到近似重叠的位置，再用迭代最近点算法进行精配准，获得两个点云之间

的相对平移和旋转矩阵参数。最后通过坐标转换，将一个点云转换到另一个点云的参考坐

标系下。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硬件组成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技术路线流程图。

[0018] 图3是基于VC++的同步数据采集与处理硬件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多站点测量激光点云的特征提取与配准实施方案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专利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图1是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装置硬件组成结构示意图。所提出的矿区地下采场

验收装置包括：移动负载平台（1），电动车轮（2），测速编码器（3），三角支架（4），一维电动旋

转云台（5），直角安装支架（6），三维激光雷达（7），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GPS（9）。所

述移动负载平台（1）底部安装了左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通过差速控制左右两个所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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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轮（2）实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前后和左右移动，沿着矿区地下采场巷道行进；在左

右两个所述电动车轮（2）上分别安装了一个所述测速编码器（3），测量两个所述电动车轮

（2）的实时转速，然后通过积分计算，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行进位移和转向方位。在

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上装有一个所述三角支架（4），在所述三角支架（4）的安装平台上安

装了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进一步通过所述直角安装支架（6）

垂直安装在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上。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和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

（5）组合形成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安装平台，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对巷道和采空区进

行激光扫描实现三维重建。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进行水平

360°旋转，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是在垂直方向上进行360°旋转，两个360°旋转

相组合，可使激光扫描能覆盖到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行进轨迹周围的完整空间，实现对采

空区空间的全方位扫描，获得采空区四壁的激光扫描点云。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

（8）安装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上，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集成了陀螺仪与加

速度计的综合测量功能，可测量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加速度和三维姿态角

速度，通过积分运算，可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瞬时三维线位移与姿态角值。所述GPS

（9）安装在所述三角支架（4）上，获得在初始测量位置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在当地水平

测量参考坐标系中的空间三维坐标。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

（3）获得的位移、转向方位及姿态角信息通过数据融合滤波算法，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

（1）测量站点的实时位置、速度、加速度及姿态角信息。

[0022] 图2是一种矿区地下采场验收方法技术路线流程图。在矿井入口处，用所述GPS（9）

进行卫星定位，获得矿井入口处在当地水平参考坐标系下的空间位置，将其三维坐标做为

原点，建立‘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其三轴方向即与此时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

的测量参考坐标系三轴方向相同。

[0023] 在巷道的扫描和三维成像过程中，控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沿巷道行进，所述一

维电动旋转云台（5）暂不工作，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平面垂直于所述移动负载

平台（1）的行进方向。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对矿道进行激光扫描获得点云，采用基于激光

点云的视觉里程计自主定位跟踪测量原理，重建巷道三维数字地形图，其方法为：对每一帧

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处理，获得特征点、特征线和特征面，比较相邻两帧点云中同名特征点的

坐标变化，根据激光扫描视觉测量原理，获得两相邻帧点云之间的三维空间相对位移及相

对三维姿态角变化；通过坐标转换可将后一帧的激光点云与前一帧的激光点云配准，通过

连续帧的配准处理，可将每一帧激光点云配准到‘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下，获

得巷道的三维地形图。当被测巷道周围环境特征不明显时，基于相邻帧激光点云进行位姿

估计时由于特征点不足或同名点匹配错误，相邻帧激光点云的位姿估计容易丢值或误差较

大，导致无法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进行正确跟踪，造成点云坐标转换时

发生错位，导致重建三维地形图的失真。因此，在激光扫描三维成像过程中，需要结合所述

移动负载平台（1）的空间运动状态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空间运动状态，对单纯采

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位姿估计值进行修正。

[0024] 在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沿巷道进入采空区的移动过程中，由于在巷道中卫星信

号遮挡，此时所述GPS（9）的数据无法得到。但由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

速编码器（3）两种测量数据，通过卡尔曼滤波，可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位姿实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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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因此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扫描过程中，结合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

所述测速编码器（3）的实时测量信息，来辅助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进行

实时优化，提高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估计精度，减少测量误差影响，进而

可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所获得的多帧扫描点云进行坐标转换，统一到同一参考坐标系

下。但由于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编码器（3）两种传感器的测量误差

和累积误差的存在，随着测量时间的延长，获得的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位姿状态误差会

逐渐增大，不利于激光点云的三维重建，影响激光点云的匹配和建图精度。因此，一方面通

过单独采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实时特征匹配，获得所述移动负载

平台（1）的一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另一方面由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度计（8）和所述测速

编码器（3）组合获得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第二组位姿测量估计值，将两组位姿测量估计

值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进行优化，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较精确的位姿预

测值；将此位姿预测值用于每帧激光扫描点云的坐标平移旋转变换，统一到采矿口初始测

量站点处的‘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下，从而实现巷道的三维数字建模。

[0025] 关于采空区的激光扫描和三维成像，当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到达某个采空区地

面的近似中间位置时，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停止移动，仅由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

（5）和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360°转动，对采空区进行全方位

扫描，此时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位姿变化仅由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确

定，可减少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运动时带来的测量误差，提高每帧激光扫描点云的匹配精

度。当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带动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在水平方向上慢速旋转360°后

停止转动，完成了一周旋转，在这个转动过程中，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在垂直方向上进行

快速360°旋转扫描，完成该采空区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采用步

进电机驱动涡轮蜗杆精密传动机构，其转动速度设为恒值，通过确定转动速度和起始转动

角位置，根据测量时间，可确定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每一帧点云扫描时所述一维电动旋转

云台（5）的转角位置。将此时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的静止状态空间位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

转云台（5）的转动状态进行组合，可获得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空间运动状态，

确定激光扫描每一帧点云的空间位置与姿态测量值，从而可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每

一帧扫描点云通过坐标转换，统一到‘激光扫描测量起始点参考坐标系’中。

[0026] 当一个采空区测量完后，操纵所述移动负载平台（1）前进，继续如同对巷道的激光

扫描过程，直到到达下一个相邻采空区地面的近似中间位置停止，然后继续进行在本采空

区的激光扫描测量过程。由于从上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到下一采空区的测量站点的行进过

程中，对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安装平台的空间运动位姿状态测量值存在误差，两个相邻采

空区的激光扫描点云无法精确配准，因此需要进行多站点激光点云配准处理，使两个相邻

站点测量的激光点云能够正确拼接。

[0027] 地下采场的采掘壁有时比较光滑，难以获得明显特征点，因此测量前在光滑采掘

壁上安装丁字形角板，通过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扫描丁字形角板，增加特征点，提高相邻

扫描帧点云的配准精度。

[0028] 多站点测量点云进行特征点提取和匹配，获得两相邻激光点云的相对坐标系转换

矩阵，实现两相邻站点激光点云对准拼接，转换到同一坐标系下，获得整个采空区的激光扫

描三维点云。对获得的采空区完整激光点云进行去噪处理，删除粗大误差点，然后对缺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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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区域进行补点，同时对点云的密度进行均匀化插值处理，使点密度均匀，继而通过三角网

格化处理，获得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在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的基础上，计算采空

区体积。

[0029] 由采空区的Mesh三角网格化数字模型，经过曲面拟合插值运算，获得数字表面模

型，显示采空区的三维形态。从数字表面模型中提取出最大水平面积，对最大水平面积进行

矩形网格化细分成多个单元阵列，将每个单元面积与其对应的数字表面模型在此单元面积

中的平均高度值相乘，再经累加计算，可获得整个采空区数字表面模型的包围体积；当最大

水平面积的网格细分足够多时，则所计算的数字表面模型的计算体积就足够精准。计算出

的采空区体积用于对采矿作业的工作量进行计算。另外，将获得的数字表面模型与目标开

采三维模型比对，进行交并差布尔运算，可对采矿施工的完成效果、采矿效率和贫化率等指

标进行评价。

[0030] 图3是基于VC++的同步数据采集与处理硬件结构示意图。所提出的矿区地下采场

验收装置中包含了多个传感器，其测量值包括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的转角值、所述三

维激光雷达（7）的扫描角度和激光测距值，所述测速编码器（3）、所述六自由度陀螺仪加速

度计（8）和所述GPS（9）所获得的测量站点的空间位置与姿态值，这些传感器测量数据需严

格时间同步，并经集成融合处理后，才能实现激光点云空间位置的准确计算。通过编制VC++

同步数据采集软件，将所述三维激光雷达（7）的测量数据与所述一维电动旋转云台（5）以及

其他传感器的测量数据进行严格时间同步采集，然后进行扩展卡尔曼滤波处理，可完成激

光点云的计算。

[0031] 图4是多站点测量激光点云的特征提取与配准实施方案流程图。由于三维激光雷

达测量设备本身和采空区环境的限制，采空区空间表面轮廓的完整测量数据往往需要通过

多次激光扫描完成。因此，为获取采空区的完整三维点云，需要通过点云配准将不同站点扫

描的点云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坐标系中。配准的主要目的是找到一个点云到另一个点云的相

对位置和姿态角，进而通过坐标转换，将两个或多个激光点云转换到同一坐标系统中。首先

对每个激光点云进行特征点提取，获得局部法向量、局部曲率及凸点、凹点等特征点。然后

先利用局部法向量、局部曲率等特征对两个点云进行初配准，将两点云调整到近似重叠的

位置，再用迭代最近点算法进行精配准，获得两个点云之间的相对平移和旋转矩阵参数。最

后通过坐标转换，将一个点云转换到另一个点云的参考坐标系下。

[0032] 以上对本申请及其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并不局限于此，附图中所示仅是本申请

的实施方式之一。在不脱离本申请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地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类

似的结构或实施例，均属本申请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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