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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

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通过摄像机对

激光束图像进行采集，利用Hough变换对采集的

激光束进行直线检测，分别得到平行激光束和水

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建立基于两点三线的掘进

机位姿解算模型，根据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和

平行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得到摄像机在定位模型

坐标系下的位姿信息，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

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得到掘进机机身在

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位姿信息；最后采用全站仪测

量激光指向仪绝对坐标，获得激光指向仪在巷道

坐标系下坐标，从而得到定位模型坐标系与巷道

坐标系的转换关系，结合掘进机机身在定位模型

坐标下的位姿信息，最终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巷道

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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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在掘进工作面的巷道顶部安置轨道，轨道上安装两个可沿垂直于掘进方向移

动的激光指向仪，保证两个激光指向仪发出两个平行激光束，轨道上再另外安装一个激光

指向仪，发出的水平激光束垂直于上述平行激光束，通过固定安装在掘进机上的摄像机对

两个平行激光束和一个水平激光束图像进行采集；

步骤二、采用适用于激光束图像的Retinex多尺度增强预处理算法消除步骤一采集到

的激光束图像噪声，增强激光束和背景的对比度；

步骤三、对步骤二去噪后的激光束图像进行聚类分割；

步骤四、利用Canny边缘检测方法对步骤三激光束图像聚类分割结果进行处理；

步骤五、利用Hough变换对步骤四得到的激光束图像进行直线检测，分别得到平行激光

束和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

步骤六、利用步骤五提取的水平激光束和平行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建立基于两点三线

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得到摄像机在定位模型坐标系下的俯仰角α、偏航角β和翻滚角γ

和位置信息，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定

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步骤七、最后采用全站仪测量激光指向仪绝对坐标，获得激光指向仪在巷道坐标系下

坐标，从而得到定位模型坐标系与巷道坐标系的转换关系，根据步骤六得到的掘进机机身

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从而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巷道坐标

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其中步骤六建立基于两点三线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1)、建立巷道坐标系OnXnYnZn和摄像机坐标系OcXcYcZc；L1,L3为平行激光束，L2为水

平激光束，假设Li(i＝1,2,3)的单位方向向量为Vi(Ai,Bi,Ci)，水平激光束和平行激光束的

交点为P1，P2，建立以激光束两交点中心为原点的定位模型坐标系OXYZ,P1在图像上的投影

为p1(x1,y1,z1)，P2在图像上的投影为p2(x2,y2,z2)，激光束Li在图像平面的投影为图像直线

li，激光束在图像上投影直线方程设为aix  +biy+ci  =0  ，  直线上任意一点图像坐标为ti

(xi,yi,f)，图像直线的方向向量为vi(-bi,ai,0)，设k1，k2分别为P1，P2与摄像机光心的距离；

步骤(2)、设激光束直线、图像投影直线和摄像机光心构成投影平面Si，投影平面Si的法

向量Ni＝(Ni1,Ni2,Ni3)，根据上述条件，得到

步骤(3)、激光束直线L1和激光束直线L3平行，激光束直线L3和投影平面S3的法向量N3垂

直，激光束直线L1和投影平面S1的法向量N1垂直，因此，激光束直线L1与投影平面S1的法向

量，以及投影平面S3的法向量N3都垂直，因此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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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1fc3-b3fc1

B1＝-a1fc3+a3fc1

C1＝a1b3f2-a3b1f2

同理，得到

另外，激光束直线L2可以表示为

激光束直线L2与激光束直线L1垂直，且激光束直线L2与投影平面S2的法向量N2垂直，因

此，激光束直线L2还可以表示为

其中，

A2＝a1b2c3f3-a3b1b2f3+a1c2c3f-a3c1c2f

B2＝-a1a2b3f3+a2a3b1f3+b1b2c3f2-b2b3c1f2

C2＝-a1a2c3f2+a2a3c1f2-b1b2c3f2+b2b3c1f2

式(4)和式(5)相等，可得

另外根据先验条件，两条平行激光束之间的距离为a，得到

根据式(6)和式(7)，联立解得k1，k2，从而计算得到P1，P2的空间三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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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激光束的方向向量V′以及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激光束两交点的

中心坐标P′，结合激光束两交点的中心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P，以及根据式(2)、式(3)

和式(5)获得的激光束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空间方向向量V＝(L1  L2  L3)，根据式(8)和式

(9)得到摄像机坐标系到定位模型坐标系的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

V＝RV′        (8)

P＝RP′+T        (9)

其中，

根据上述得到的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得到摄像机在定位模型坐标系下的俯仰角α、

偏航角β和翻滚角γ和位置信息，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得

到掘进机机身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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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用设备运行状态监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

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掘进机机身位姿是掘进机工况重要参数，因此掘进机机身位姿检测非常必要。目

前煤矿井下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方法有：基于全站仪的位姿测量系统、基于惯性传感器的

位姿测量系统，以及基于机器视觉的位姿测量系统三种。煤矿井下测量环境恶劣，视线易被

遮挡，导致基于全站仪的测量系统测量结果不准确。基于惯性传感器的测量系统受设备振

动以及惯性传感器本身的累积误差等因素的影响。与现有的矿用设备位姿检测方法相比，

视觉定位能够利用特征标靶、机载稳像等方法更好的解决煤矿井下掘进机机身测量问题。

对于处理煤矿井下掘进机机身的定位有较大优势。因此，利用机器视觉实现掘进机机身位

姿测量是获取掘进机工况参数的一种新方法。

[0003] 目前,采用机器视觉技术实现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国内尚属先例，因此研究实际

工况中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

方法，能够自动测量出掘进机机身位姿，为煤矿井下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持。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在掘进工作面的巷道顶部安置轨道，轨道上安装两个可沿垂直于掘进方

向移动的激光指向仪，保证两个激光指向仪发出两个平行激光束，轨道上再另外安装一个

激光指向仪，发出的水平激光束垂直于上述平行激光束，通过固定安装在掘进机上的摄像

机对两个平行激光束和一个水平激光束图像进行采集；

[0007] 步骤二、采用适用于激光束图像的Retinex多尺度增强预处理算法消除步骤一采

集到的激光束图像噪声，增强激光束和背景的对比度；

[0008] 步骤三、对步骤二去噪后的激光束图像进行聚类分割；

[0009] 步骤四、利用Canny边缘检测方法对步骤三激光束图像聚类分割结果进行处理；

[0010] 步骤五、利用Hough变换对步骤四得到的激光束图像进行直线检测，分别得到平行

激光束和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

[0011] 步骤六、利用步骤五提取的水平激光束和平行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建立基于两点

三线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得到摄像机在定位模型坐标系下的俯仰角α、偏航角β和翻滚

角γ和位置信息，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得到掘进机机身

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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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七、最后采用全站仪测量激光指向仪绝对坐标，获得激光指向仪在巷道坐标

系下坐标，从而得到定位模型坐标系与巷道坐标系的转换关系，根据步骤六得到的掘进机

机身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从而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巷道

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融合机器视觉技术、视觉测量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

能够根据工作面激光束图像自动计算出掘进机机身的翻滚角、俯仰角、偏航角和位置信息，

为巷道掘进精确定向和定位提供了技术支持，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较高的工程应用价

值，对实现少人或无人自动掘进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掘进工作面激光指向仪安装示意图。

[0015] 图2是基于两点三线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

[0016] 图3是本发明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优选实施例作详细说明，应该强调的是下述说明仅仅是示例性

的,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及其应用。

[0018] 如图3所示，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9] 步骤一、如图1所示，在掘进工作面的巷道顶部安置轨道，轨道上安装两个可沿垂

直于掘进方向移动的激光指向仪，保证两个激光指向仪发出两个平行激光束，轨道上再另

外安装一个激光指向仪，发出的水平激光束垂直于上述平行激光束，通过固定安装在掘进

机上的摄像机对两个平行激光束和一个水平激光束图像进行采集；

[0020] 步骤二、采用适用于激光束图像的Retinex多尺度增强预处理算法，可以有效的消

除激光束图像噪声，增强激光束和背景的对比度。

[0021] 步骤三、对去噪后的激光束图像进行聚类分割；

[0022] 其中聚类分割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3] 步骤(1)、从激光束图像像素数据样本中选取K个点作为聚类中心；

[0024] 步骤(2)、计算各个样本到聚类的距离，把样本归到离其最近的聚类中心所在的

类；

[0025] 步骤(3)、计算新形成的每个聚类的数据对象的平均值来得到新的聚类中心；

[0026] 步骤(4)、反复执行步骤(1)～步骤(4)，直到相邻两次的聚类中心没有任何变化，

激光束图像聚类分割结束；

[0027] 步骤四、利用Canny边缘检测对步骤三掘进工作面激光束图像聚类分割结果进行

处理；

[0028] 步骤五、在对激光束图像分割的基础上，利用Hough变换对分割得到的激光束图像

进行直线检测，分别得到平行激光束和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

[0029] 步骤六、利用步骤五提取的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和平行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建

立基于两点三线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09115173 B

7



[0030] 如图2所示，建立基于两点三线的掘进机位姿解算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0031] 步骤(1)建立巷道坐标系OnXnYnZn和摄像机坐标系OcXcYcZc；L1,L3为平行激光束，L2

为水平激光束，假设Li(i＝1,2,3)的单位方向向量为  Vi(Ai,Bi,Ci)，水平激光束和平行激光

束的交点为P1，P2，建立以激光束两交点中心为原点的定位模型坐标系OXYZ,P1在图像上的

投影为  p1(x1,y1,z1)，P2在图像上的投影为p2(x2,y2,z2)，激光束Li在图像平面的投影为图

像直线li，激光束在图像上投影直线方程设为aix+biy+ci  =0  ，  直线上任意一点图像坐标

为ti(xi,yi,f)，图像直线的方向向量为vi(-bi,ai,0)，设k1，k2分别为P1，P2与摄像机光心的

距离。

[0032] 步骤(2)设激光束直线、图像投影直线和摄像机光心构成投影平面Si，投影平面Si

的法向量Ni＝(Ni1,Ni2,Ni3)，根据上述条件，得到

[0033]

[0034] 步骤(3)激光束直线L1和激光束直线L3平行，激光束直线L3和投影平面S3的法向量

N3垂直，激光束直线L1和投影平面S1的法向量N1垂直，因此，激光束直线L1与投影平面S1的法

向量，以及投影平面S3的法向量N3都垂直，因此

[0035]

[0036] 其中，

[0037] A1＝b1fc3-b3fc1

[0038] B1＝-a1fc3+a3fc1

[0039] C1＝a1b3f2-a3b1f2

[0040] 同理，得到

[0041]

[0042] 另外，激光束直线L2可以表示为

[0043]

[0044] 激光束直线L2与激光束直线L1垂直，且激光束直线L2与投影平面S2的法向量N2垂

直，因此，激光束直线L2还可以表示为

[0045]

[0046] 其中，

[0047] A2＝a1b2c3f3-a3b1b2f3+a1c2c3f-a3c1c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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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B2＝-a1a2b3f3+a2a3b1f3+b1b2c3f2-b2b3c1f2

[0049] C2＝-a1a2c3f2+a2a3c1f2-b1b2c3f2+b2b3c1f2

[0050] 式(4)和式(5)相等，可得

[0051]

[0052] 另外根据先验条件，两条平行激光束之间的距离为a，得到

[0053]

[0054] 根据式(6)和式(7)，联立解得k1，k2，从而计算得到P1，P2的空间三维坐标

[0055]

[0056]

[0057] 根据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激光束的方向向量V′以及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激光束两交

点的中心坐标P′，结合激光束两交点的中心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P，以及根据式(2)、式

(3)和式(5)获得的激光束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空间方向向量V＝(L1L2L3)，根据式(8)  和式

(9)得到摄像机坐标系到定位模型坐标系的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

[0058] V＝RV′                        (8)

[0059] P＝RP′+T                      (9)

[0060] 其中,

[0061]

[0062] 根据上述得到的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得到摄像机在定位模型坐标系下的俯仰

角α、偏航角β和翻滚角γ和位置信息，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

系，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0063] 步骤七、最后采用全站仪测量激光指向仪绝对坐标，获得激光指向仪在巷道坐标

系下坐标，从而得到定位模型坐标系与巷道坐标系的转换关系，根据步骤六得到的掘进机

机身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从而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巷道

坐标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0064] 本方法能够自动检测出掘进机的机身位姿，为煤矿井下掘进机机身位姿测量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对于保障掘进机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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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0066] 实施例

[0067] 本实施例的一种基于直线定位模型的掘进机机身位姿单目视觉测量方法，包括：

在掘进工作面的巷道顶部安置轨道，轨道上安装两个可沿垂直于掘进方向移动的激光指向

仪，保证两个激光指向仪发出两个平行激光束，轨道上再另外安装一个激光指向仪，发出的

水平激光束垂直于上述平行激光束，通过固定安装在掘进机上的摄像机对两个平行激光束

和一个水平激光束图像进行采集。得到掘进机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实际位姿为：机身的俯

仰角、偏航角和翻滚角分别为  28.00°、0.20°和4.50°；机身在X、Y、Z三个方向上的位置分别

为-235.00mm、-14.00mm和338.00mm

[0068] 对采集得到的目标图像采用Retinex多尺度增强预处理；利用  Canny边缘检测对

得到的激光束图像聚类分割进行处理；利用Hough  变换对处理得到的激光束图像进行直线

检测，得到两个平行激光束和水平激光束的直线方程分别为

[0069] L1激光束直线方程：

[0070] x-68y+29088＝0

[0071] L2激光束直线方程：

[0072] x-61y+26080＝0

[0073] L3激光束直线方程：

[0074] 6x-362y+154824＝0

[0075] 根据上述直线方程，得到三条激光束的两个交点为

[0076] p1(-1.9029,-0.1886,5.0000)p2(-5.4975,-0.2475,5.0000)

[0077] 得到的投影平面Si(i＝1,2,3)的法向量分别为

[0078]

[0079] 得到三条激光束摄像机坐标系下的方向向量为

[0080]

[0081]

[0082] 得到P1，P2与摄像机光心的距离分别为

[0083] k1＝406.0430k2＝441.8496

[0084] 得到P1，P2的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分别为

[0085] P1＝(-144.3335,-14.3033,379.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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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P2＝(-326.6938,-14.7079,297.1294)

[0087] 根据激光束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方向向量

[0088]

[0089] 以及激光束在定位模型坐标系下的方向向量

[0090]

[0091] 根据

[0092] V＝RV′

[0093] 解得

[0094]

[0095] 结合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与摄像机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得到

掘进机机身在定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α＝28.2028°、偏航角β＝0.2210°和翻滚角γ＝

4.9175°。

[0096] 根据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激光束两交点的中心坐标P′，

[0097] P′＝(0  0  0)

[0098] 结合激光束两交点的中心在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P

[0099] P＝(-235.5137,-14.5056,338.1921)

[0100] 得到

[0101]

[0102] 得到定位模型坐标系下掘进机机身X、Y、Z三个方向上的位置分别为 -

235.5137mm、-14.5056mm和338.1921mm。上述掘进机机身视觉测量的结果误差在允许范围

内，可以满足现场使用要求。

[0103] 煤矿井下实际应用时，需要采用全站仪测量激光指向仪绝对坐标，获得定位模型

坐标系与巷道坐标系的转换关系[α′,β′,γ′,x′,y′,z′]，结合上述得到的掘进机机身在定

位模型坐标下的俯仰角α、偏航角β、翻滚角γ和位置信息，最终得到掘进机机身在巷道坐标

下的俯仰角、偏航角、翻滚角和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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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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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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