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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

中的标注方法，首先，利用自动驾驶车辆硬件平

台完成多传感器在线采集；然后，对多传感器采

集的位置、姿态、图像、点云、数据进行匹配和对

齐；最后，通过数据融合获取交通信号灯在先验

地图中的位置和尺寸信息。本发明可以更加具体

和精确地标注和描述交通信号灯信息，为自动驾

驶图像在线识别算法提供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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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在自动驾驶车辆上安装IMU，激光雷达，相机和BDS/GPS接收机；

步骤2，对IMU、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从而实现激光雷达和相机坐标系的统

一；

步骤3：对BDS/GPS接收机、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

步骤4：将自动驾驶车辆设置在距离交通信号灯x米范围内，控制自动驾驶车辆朝交通

信号灯行驶，直至交通信号灯消失在激光雷达的视野中；

步骤5：基于激光雷达第t次采集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的时间标签，将与该时间标签最

近的相机采集的图像，与该时间标签最近的IMU采集的数据以及与该时间标签最近的BDS/

GPS接收机采集的数据作为一组数据组；t＝1，2，…T；T为激光雷达采样的总次数；

步骤6：将激光雷达第t次采集到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投影至第t组数据组的图像中，通

过手工粗分割从图像中提取交通信号灯区域，并将交通信号灯区域中的雷达点云数据恢复

至三维；从而得到与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雷达点云数据；

步骤7：将步骤6中的与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雷达点云数据存入第t组数据组中，得到

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

步骤8：再次将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投影至该交通信号灯数

据包中的图像中，利用矩形框提取图像中的交通信号灯区域，将位于矩形框四个顶点上的

激光雷达点云作为目标点云，并计算目标点云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将目标点云的经度、纬

度和高度作为矩形框四个顶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从而得到该矩形框的尺寸以及该矩形

框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

步骤9：根据每个矩形的尺寸和每个矩形框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计算交通信号

灯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并在地图中进行标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激光雷达沿自动驾驶车辆的中轴线水平安装在车顶上，所述相机沿自动驾驶车辆的中轴线

水平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8计算位于矩形框四个顶点上的激光雷达点云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具体为：针对任意一

个矩形框，根据如下公式计算激光雷达的姿态，经度，纬度和高度：

其中λ，β，H，θ，γ，φ分别表示激光雷达的经度、纬度、高度、俯仰角、横滚角和航向角，

为天线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所述天线为BDS/GPS接收机中的天线，xb，yb，zb

分别为激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θIMU，γIMU， 分别为IMU输出的车辆的俯仰角、

横滚角和航向角；λant，βant，Hant分别为BDS/GPS输出的天线的经度、纬度和高度； 为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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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到激光雷达坐标系的转移矩阵， 为IMU的姿态到天线姿态的旋转矩阵；ΔC为激

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到天线与激光雷达之间的经度差、纬度差和高度差的转换矩

阵；

根据雷达的姿态计算雷达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根据转换矩阵 将位于矩形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的雷达激光点云在雷

达坐标系下的坐标均转换为在地理坐标系下的坐标(xLU,yLU,zLU)，(xLD,yLD,zLD)，(xRU,yRU,

zRU) ,(xRD,yRD,zRD)；

基于如下公式计算每个目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的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

其中，Re为地球半径，xY＝xLU，xLD，xRU或者xRD；yY＝yLU，yLD，yRU或者yRD；基于每个目标点云

与激光雷达的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得到该目标点云的经纬度，将zLU作为矩形左上顶点的

高度，zLD作为矩形左下顶点的高度，zRU作为矩形右上顶点的高度，zRD作为矩形右下顶点的

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

法还包括交通信号灯朝向的标注，具体为：

步骤A：根据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IMU和BDS/GPS接收机输出的信息得到自动驾车

辆的航向Hvihicle，并通过激光雷达的安装参数，将Hvihicle转换为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方向

角HLiDAR；计算T个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方向角的均值得到

步骤B：根据第t个矩形框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下的坐

标值，计算交通信号灯和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之间的相对角度αt：

其中(xlu,ylu,zlu)、(xld ,yld ,zld)、(xru,yru,zru)、(xrd ,yrd ,zrd)分别为第t个矩形框的左

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步骤C：计算T个交通信号灯和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之间的相对角度的平均值，并将该平

均值与 相加得到交通信号灯方向角参数HTL，并将HTL标注在地图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9具体为：对矩形框的尺寸和矩形框的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分别求平均值，将经

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纬度，高度的平均值

作为交通信号灯的高度，尺寸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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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信息感知与识别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DARPA重启无人车技术研究，并先后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举办了三届智

能车挑战赛，谷歌大力投入自动驾驶技术研究，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自动驾驶技术研

究的热潮。参与者既有谷歌、苹果、Uber、BAT等顶尖互联网企业，也有特斯拉、奔驰、宝马、通

用、凯迪拉克等传统车企，同时，英特尔、英伟达、博世、Mobileye等零部件供应商也参与其

中，另外自动驾驶领域创业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0003] 自动驾驶技术经过十多年发展，逐渐从实验室研究、到封闭环境技术竞赛、再到固

定场景示范应用，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距离实际应用仍有较大距离。大型车企普遍采

用的由低级辅助驾驶到高级辅助驾驶，再到限定场景自动驾驶，最后到达全自动驾驶的技

术路径，然而却并不十分顺利。例如，特斯拉公司车辆配备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至今仍事

故频出。谷歌、BAT互联网公司及创业公司则采用的由低速、封闭场景逐渐向外延伸的技术

路线，发展也并不理想，目前仍然只能在封闭场景低速驾驶状态下执行简单确定性任务，并

且可靠性较低。

[0004] 交通信号灯是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基于视觉的交通信号灯识别却一

直以来都是个技术难题。尤其是夜晚、极端天气环境下，交叉路口、多信号灯等复杂路况场

景应用，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先验地图辅助提高交通信号灯识别准确率的有效方法，

但是，目前的高精度地图更加注重位置、坡度、朝向等路面信息，对交通信号灯的描述不够

具体，难以满足实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在

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具体包括如

下步骤：

[0007] 步骤1，在自动驾驶车辆上安装IMU，激光雷达，相机和BDS/GPS接收机；

[0008] 步骤2，对IMU、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从而实现激光雷达和相机坐标系的

统一；

[0009] 步骤3：对BDS/GPS接收机、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

[0010] 步骤4：将自动驾驶车辆设置在距离交通信号灯x米范围内，控制自动驾驶车辆朝

交通信号灯行驶，直至交通信号灯消失在激光雷达的视野中；

[0011] 步骤5：基于激光雷达第t次采集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的时间标签，将与该时间标

签最近的相机采集的图像，与该时间标签最近的IMU采集的数据以及与该时间标签最近的

BDS/GPS接收机采集的数据作为一组数据组；t＝1，2，…T；T为激光雷达采样的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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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6：将激光雷达第t次采集到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投影至第t组数据组的图像

中，通过手工粗分割从图像中提取交通信号灯区域，并将交通信号灯区域中的雷达点云数

据恢复至三维；从而得到与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雷达点云数据；

[0013] 步骤7：将步骤6中的与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雷达点云数据存入第t组数据组中，

得到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

[0014] 步骤8：再次将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的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投影至该交通信号

灯数据包中的图像中，利用矩形框提取图像中的交通信号灯区域，将位于矩形框四个顶点

上的激光雷达点云作为目标点云，并计算目标点云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将目标点云的经

度、纬度和高度作为矩形框四个顶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从而得到该矩形框的尺寸以及该

矩形框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

[0015] 步骤9：根据每个矩形的尺寸和每个矩形框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计算交通

信号灯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并在地图中进行标注。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激光雷达沿自动驾驶车辆的中轴线水平安装在车顶上，所述相机

沿自动驾驶车辆的中轴线水平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8计算位于矩形框四个顶点上的激光雷达点云的经度、纬度和

高度具体为：

[0018] 针对任意一个矩形框，根据如下公式计算激光雷达的姿态，经度，纬度和高度：

[0019]

[0020] 其中λ，β，H，θ，γ，φ分别表示激光雷达的经度、纬度、高度、俯仰角、横滚角和航向

角， 为天线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所述天线为BDS/GPS接收机中的天线，xb，

yb，zb分别为激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θIMU，γIMU， 分别为IMU输出的车辆的俯仰

角、横滚角和航向角；λant，βant，Hant分别为BDS/GPS输出的天线的经度、纬度和高度； 为

IMU坐标系到激光雷达坐标系的转移矩阵， 为IMU的姿态到天线姿态的旋转矩阵；ΔC为

激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到天线与激光雷达之间的经度差、纬度差和高度差的转换

矩阵；

[0021] 根据雷达的姿态计算雷达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0022]

[0023] 根据转换矩阵 将位于矩形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的雷达激光点云

在雷达坐标系下的坐标均转换为在地理坐标系下的坐标(xLU,yLU,zLU)，(xLD,yLD,zLD)，(xRU,

yRU,zRU) ,(xRD,yRD,zRD)；

[0024] 基于如下公式计算每个目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的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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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其中，Re为地球半径，xY＝xLU，xLD，xRU或者xRD；yY＝yLU，yLD，yRU或者yRD；基于每个目

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的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得到该目标点云的经纬度，将zLU作为矩形左上

顶点的高度，zLD作为矩形左下顶点的高度，zRU作为矩形右上顶点的高度，zRD作为矩形右下

顶点的高度。

[0027] 进一步的，该方法还包括交通信号灯朝向的标注，具体为：

[0028] 步骤A：根据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IMU和BDS/GPS接收机输出的信息得到自动

驾车辆的航向Hvihicle，并通过激光雷达的安装参数，将Hvihicle转换为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

方向角HLiDAR；计算T个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方向角的均值得到HLiDAR；

[0029] 步骤B：根据第t个矩形框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下

的坐标值，计算交通信号灯和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之间的相对角度αt：

[0030]

[0031] 其中(xlu,ylu,zlu)、(xld ,yld ,zld)、(xru,yru,zru)、(xrd ,yrd ,zrd)分别为第t个矩形框

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0032] 步骤C：计算T个相对角度的平均值，并将该平均值与HLiDAR相加得到交通信号灯方

向角参数HTL，并将HTL标注在地图中。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9具体为：对矩形框的尺寸和矩形框的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

高度分别求平均值，将经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

灯的纬度，高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高度，尺寸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尺寸。

[0034] 有益效果：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中提供的标注方法更加精确，详细，尤其是将

交通信号灯的尺寸、中心点、朝向进行详细标注。自动驾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通过本

发明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获取交通信号灯在图像中的兴趣区域，本发明极大地提高交通信

号灯视觉识别的准确度和计算效率，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产业化。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中计算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和高度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3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交通信号灯在先验地图中的标注方法，具体包括：

[0039] 1、传感器联合标定；

[0040] 2、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和融合预处理；

[0041] 3、交通信号灯融合信息提取和标注。

[0042] 传感器联合标定

[0043] 本发明利用自动驾驶车辆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主要搭载激光雷达、IMU、BDS/GPS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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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机、视觉传感器，通过对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和预处理，获取交通信号灯基本数据。其中，传

感器标定工作是数据采集的基础，本发明的标定方法具体如下。

[0044] 本发明中的传感器联合标定主要包括：首先对IMU、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

定，实现传感器的姿态统一；然后对BDS/GPS接收机、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实现传

感器的位置统一。

[0045] IMU、激光雷达和视觉联合标定的主要目的，是将激光雷达坐标系统一到以相机中

心为原点的笛卡尔坐标系(本实施例中选择载体坐标系)，具体方法分为：

[0046] (1)激光雷达和相机分别沿车辆中轴线，水平安装于车顶和前挡风玻璃；

[0047] (2)将自动驾驶车辆放置于水平地面，并通过水平仪对激光雷达和相机的俯仰、横

滚安装角度进行调节，使得激光雷达和相机均保持水平；

[0048] (3)在车辆正前方3米处，居中放置垂直于地面的柱状标识物(高度为2米，宽度不

小于5厘米，作为激光雷达和相机航向角调节和对准的标志物)对激光雷达和相机的航向角

进行调节，使得激光雷达、相机的Y轴和车辆中轴线重合，指向车辆正前方。

[0049] (4)在以相机为原点的载体坐标系中，测量激光雷达的坐标(x,y,z)，并以此作为

激光雷达坐标系的平移向量。

[0050] (5)激光雷达、相机调整完成之后，读取IMU输出的姿态和航向数据。

[0051] BDS/GPS接收机、激光雷达和相机进行联合标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BDS/GPS接收

机的接收机天线、激光雷达和相机的相对位置关系，实时将高精度BDS/GPS接收机的定位数

据转化为激光雷达和相机的经度、纬度和高度信息。

[0052] 以激光雷达为例，通过IMU、BDS/GPS接收机输出的姿态、航向、位置数据，激光雷达

的位置和姿态参数的计算如式(1)所示。

[0053]

[0054] 其中λ，β，H，θ，γ，φ分别表示激光雷达的经度、纬度、高度、俯仰角、横滚角和航向

角， 为天线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所述天线为BDS/GPS接收机中的接收天线，

天线坐标系定义为：天线中心为原心，沿车头方向为Y轴，横向为X轴，纵向为z轴；xb，yb，zb分

别为激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θIMU，γIMU， 分别为IMU输出的车辆的俯仰角、横

滚角和航向角；λant，βant，Hant分别为BDS/GPS输出的天线的经度、纬度和高度； 为IMU坐

标系到激光雷达坐标系的转移矩阵， 为IMU的姿态到天线姿态的旋转矩阵；ΔC为为激

光雷达在天线坐标系中的坐标到天线与激光雷达之间的经度差、纬度差和高度差的转换矩

阵。

[0055] 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和融合预处理

[0056] 在传感器联合标定的基础之上，在人工驾驶模式下，利用自动驾驶车辆进行交通

信号灯道路数据采集，然后对激光雷达点云、图像、IMU、定位数据进行融合预处理，具体过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3673386 A

7



程如下。

[0057] (1)人工驾驶自动驾驶车辆，选择市区道路，在正常光照条件下，利用相机采集真

实道路上交通信号灯x米范围内的图像信息(本实施例中x＝100)；激光雷达采集道路点云

数据；IMU和BDS/GPS接收机采集车体的姿态、航向、位置数据；

[0058] (2)以5Hz更新频率的64线激光雷达数据帧起始时间标签为基准，选取和雷达点云

时间标签最接近的图像、姿态、航向、定位数据，组成一组数据组；

[0059] (3)将激光雷达点云投影到图像上，通过手工初步粗分割图像中的交通信号灯区

域，获取和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激光雷达点云，将该些激光雷达点云由二维数据恢复至

三维，将三维的和交通信号灯区域对应的激光雷达点云放入相应的数据组，将改数据组作

为交通信号灯数据包。

[0060] (4)从距离交通信号灯100米开始，直到交通信号灯消失在激光雷达的视野中，将

每一次采集的激光雷达数据点云均按照上述步骤(2)，(3)步骤处理，得到T个交通信号灯数

据包，T为激光雷达在某个道路上的总采样次数，按照道路名称和时间标签对每个交通信号

灯数据包进行编号。

[0061] 交通信号灯融合信息提取和标注

[0062] 在对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处理的基础之上，本发明对交通信号灯数据包进行信息提

取，创新性地通过矩形框及其中心点坐标表示交通信号灯位置，并且通过多传感器数据对

交通信号灯的朝向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交通信号灯的尺寸、语义、属性信息，形成

格式化的交通信号灯数据，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0063] 交通信号灯矩形框、中心点及尺寸计算

[0064] 激光雷达点云测量的是交通信号灯的三维外形特征，而视觉图像测量的是二维外

形和色彩特征。因此，激光雷达和视觉数据融合不仅需要坐标系统一、时间标签对齐，再次

将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的三维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投影到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图像中。经过

投影后，根据图像中的交通信号灯色彩特征，利用矩形框对图像进行划分。从而得到矩形框

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对应的激光雷达点云。

[0065] 根据IMU和BDS/GPS接收机可以实时计算得到激光雷达的经度，纬度，高度，姿态和

航向数据，从而计算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高度，如图2所示，具体方法如下：

[0066] (1)根据雷达的姿态计算雷达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0067]

[0068] 通过激光雷达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姿态转移矩阵 可以将位于矩形框四个顶

点的激光雷达点云在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上的坐标转化为在地理坐标系下的坐标(xLU,yLU,

zLU)，(xLD,yLD,zLD)，(xRU,yRU,zRU) ,(xRD,yRD,zRD)；本实施例将位于矩形框四个顶点的激光雷

达点云作为目标点云。

[0069] 通过地球半径参数和如下公式计算每个目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相对位置关系位置

差，所述相对位置关系位置差包括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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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其中，Re为地球半径，xY＝xLU，xLD，xRU或者xRD；yY＝yLU，yLD，yRU或者yRD；基于每个目

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的经度差ΔL和纬度差Δλ得到每个顶点的经纬度。

[0072] 通过激光雷达绝对位置和每个目标点云与激光雷达相对位置关系位置差，计算四

个目标点云的经度和纬度，并将四个目标点云的经度和纬度作为矩形框中相应顶点的经度

和纬度，将zLU作为左上顶点的高度，zLD作为左下顶点的高度，zRU作为右上顶点的高度，zRD作

为右下顶点的高度。根据矩形框四个顶点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可以计算得到该矩形框中心

点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

[0073] 根据每个矩形框的中心点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计算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

度，高度和尺寸，并在地图中进行标注。具体计算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的方

法为：

[0074] 对T个矩形框中心点的经度，纬度，高度和尺寸分别求平均值，将经度的平均值作

为交通信号灯的经度，纬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纬度，高度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

灯的高度，尺寸的平均值作为交通信号灯的尺寸。

[0075] 于融合信息的交通信号灯朝向计算

[0076] 本发明根据激光雷达点云、IMU和BDS/GPS接收机融合数据，获取交通信号灯的朝

向信息。在实际道路上行驶，车辆和交通信号灯相向而行，因此，交通信号灯背面的朝向和

车头保持一致，本发明中的交通信号灯方向为背面方向。交通信号灯朝向计算的主要原理

如下：

[0077] 利用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IMU和BDS/GPS接收机输出的信息，可以获得车辆

航向Hvihicle，并通过激光雷达的安装参数，可以将Hvihicle转化为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方向

角HLiDAR；计算T个激光雷达坐标系Y轴的方向角的均值

[0078] 激光雷达坐标系中，交通信号灯区域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顶点对应的坐

标为(xlu,ylu,zlu)、(xld,yld,zld)、(xru,yru,zru)、(xrd,yrd,zrd)，交通信号灯和激光雷达Y轴之

间的相对角度的计算方法为：

[0079]

[0080] αt为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中第t个交通信号灯数据包对应的相对角度；

[0081] 计算T个相对角度的平均值，并将该平均值与 相加得到交通信号灯方向角参

数HTL，并将HTL标注在地图中。

[0082] (3)其他信息提取和标注

[0083] 提取交通信号灯路段的BDS/GPS接收机的工作状态(RTK实时动态差分状态、PDOP

位置精度因子值)、道路状态(直行、T型路口、Y型路口、十字交叉路口、立交桥、隧道)以及信

号灯语义(直行、左转、直行左转组合、直行左转右转组合)。

[0084]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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