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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

视觉避障方法，它属于无人机导航领域。本发明

解决了现有基于端到端的无人机避障方法的响

应延迟高，避障路径不稳定，裕度不足以及小型

无人机上只能使用单目摄像头传感器导致无法

感知深度信息，在室内有行人情况下避障性能不

佳的问题。本发明将改进的深度神经网络

Resnet18与YOLO v3串行结合，实时输出无人机

的航向角。克服了现有方法响应延迟高，避障路

径不稳定，裕度不足的问题，解决了现有端到端

单目无人机室内避障算法在室内有行人场景下

避障性能不佳、甚至不能使用的问题，使其在正

常室内导航的同时，在有行人的室内环境下依然

具有优秀的避障能力，对陌生环境有较好的泛化

能力。本发明可以应用于无人机室内导航。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1611869 A

2020.09.01

CN
 1
11
61
18
69
 A



1.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固定在一起后，利用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共同采

集数据集；

其中：数据集内包括在tn时刻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以及在tn时刻单线激光雷达采集的数

据，n＝1,2,…,N，N代表时刻的总个数；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利用预训练好的

YOLO  v3网络输出对各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

步骤三、将步骤二输出的行人位置预测信息分别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各个新图

像；

步骤四、对步骤一中单线激光雷达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各个时刻无人机的

最佳航向；

步骤五、将步骤三获得的新图像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集，将步骤

四中提取出的最佳航向作为训练集中对应时刻图像的标签；

步骤六、利用打好标签的训练集图像对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直至

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值不再减小时停止训练，获得训练好的改进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

步骤七、将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与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合并成串

行结构，将合并成的串行结构作为端到端决策网络；

将无人机上的单目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实时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后，输出对图

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再将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添加行人

位置信息后的图像，将添加行人位置信息后的图像输入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

络，通过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实时输出无人机的航向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摄像头采集的图像的大小为640*480像素，图像的格式为RGB格

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的具体过程为：

directionn＝mid(max(lidarData_blank)n)         (1)

式中，max(lidarData_blank)n代表求取tn时刻单线激光雷达覆盖范围内连续空白区域

面积最大的区域，mid(max(lidarData_blank)n)代表求取区域max(lidarData_blank)n的中

心航向，将求取出的mid(max(lidarData_blank) n)作为tn时刻无人机的最佳航向

directionn。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利用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输出对各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

息，其具体为：

personn＝(xt1,yt1,xb1,yb1,xt2,yt2,xb2,yb2...xti,yti,xbi,ybi...xtI,ytI,xbI,ybI)    (2)

式中，(xti,yti,xbi,ybi)代表tn时刻图像中第i个行人预测框在图像中的左上角顶点坐

标和右下角顶点坐标，i＝1,2,…,I，I代表tn时刻图像中的行人总个数，personn代表tn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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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全部行人预测框在图像中的左上角顶点坐标和右下角顶点坐标组成的集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结构由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

网络，外加3个隐藏层和1个输出层组成；

将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第一隐

藏层，第一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为7168；

将外加的3个隐藏层分别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第二隐藏层、第三隐藏

层和第四隐藏层；

外加的第二隐藏层、第三隐藏层、第四隐藏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分别为256、128、

16和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第一隐藏层、第二隐藏层、第三隐藏层和第

四隐藏层后均采用ReLU激活函数，输出层采用Linear激活函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中，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采用均方误差，代价函

数的表达式如公式(3)所示：

式中，Loss代表代价函数，yj代表第j张图像对应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出

结果， 代表第j张图像对应的标签，m代表一个批次的图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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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人机导航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

视觉避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人机行业的发展，无人机的自主导航是许多无人机应用的核心，例如在多

无人机协调，无人机建图和无人机室内任务等。然而，由于室内空间较小，人员动态性较高

等原因，所用的无人机尺寸有限，因此小型无人机上面所能搭载的传感器也非常有限，因此

依靠有限的传感器使得无人机在室内自主导航避障仍然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

[0003] 目前根据无人机路径规划是否是基于轨迹法，将无人机导航算法分为两大类，分

别是基于轨迹规划和基于动作响应的(端到端决策)方法。对于基于轨迹规划的方法，其优

点在于通过动态规划，可以求解出一条全局最优路径，其结果更加可控，更加稳定，但是该

类方法带来的弊端是算法耗时长，比较依赖计算机的算力，而且往往基于轨迹规划的算法

的泛化能力会相对比较弱一些。对于基于动作响应的方法，此类方法的优点在于其为端到

端决策类型的算法，通常算法决策耗时比较短，同时目前基于端到端的算法的泛化能力普

遍要优于基于轨迹的方法，但是基于端到端的方法的短板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其决策并不

一定是全局最优解。由于小型无人机只能搭载单目摄像头，无法感知到全局信息，因此结合

端到端的决策策略更为合适。

[0004] 对于基于响应类的避障算法分为自主学习类和非自主学习类，非自主学习类的算

法诸如人工势场法等算法，但由于当无人机距离障碍物过近或者离目标位置太远将会导致

局部震荡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后续有改进版本的人工势场法，但也使得其参数变得很难整

定，实际应用起来很难。对于自主学习类的无人机避障算法，目前主要是基于深度强化学习

和深度学习的方法。目前应用深度强化学习进行无人机室内避障较为成功的案例有诸如基

于状态值估计的GTS(Generalization  through  Simulation  Integrating  Simulated  and 

Real  Data  into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Vision  Based  Autonomous 

Flight)方法，该方法为端到端决策方法。

[0005] 然而对于该深度强化学习(GTS)的避障算法，首先，其利用仿真环境训练出来的状

态值估计网络，其对动作空间里所有的动作采取的是利用状态值估计网络逐个评估的方

法，这意味着在决策时会加大响应延迟；其次，其采用离散动作空间，这意味着无人机的决

策动作也将变得离散，动作不是那么平滑；最后，该方法(GTS)将仿真环境训练好的网络移

植到实物无人机上，由于迁移工作不够细致，在实物效果上表现为避障裕度不够、路径不稳

定。

[0006] 同时，目前基于单目视觉的端到端无人机决策算法几乎都是在无人的环境下进行

飞行试验，因为单目摄像头难以求取深度信息，而且，行人运动的特点是随机性比较强，同

时人们喜欢聚焦、围观，这使得该类算法的实用性大大下降，甚至无法使用，因此，在室内有

行人情况下现有算法避障性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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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解决现有基于端到端的无人机避障方法的响应延迟高，避障路

径不稳定，裕度不足以及小型无人机上只能使用单目摄像头传感器导致无法感知深度信

息，在室内有行人情况下避障性能不佳的问题，而提出了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

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

[0008]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

到端单目视觉避障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一、将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固定在一起后，利用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共

同采集数据集；

[0010] 其中：数据集内包括在tn时刻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以及在tn时刻单线激光雷达采集

的数据，n＝1,2,…,N，N代表时刻的总个数；

[0011]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利用预训练

好的YOLO  v3网络输出对各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

[0012] 步骤三、将步骤二输出的行人位置预测信息分别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各个

新图像；

[0013] 步骤四、对步骤一中单线激光雷达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各个时刻无人

机的最佳航向；

[0014] 步骤五、将步骤三获得的新图像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集，将

步骤四中提取出的最佳航向作为训练集中对应时刻图像的标签；

[0015] 步骤六、利用打好标签的训练集图像对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直至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值不再减小时停止训练，获得训练好的改进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

[0016] 步骤七、将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与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合并

成串行结构，将合并成的串行结构作为端到端决策网络；

[0017] 将无人机上的单目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实时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后，输出

对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再将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添加

行人位置信息后的图像，将添加行人位置信息后的图像输入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

经网络，通过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实时输出无人机的航向角。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

觉避障方法，本发明将改进的深度神经网络Resnet18与YOLO  v3串行结合，实时输出无人机

的航向角。克服了现有方法响应延迟高，避障路径不稳定，裕度不足的问题，解决了现有端

到端单目无人机室内避障算法在室内有行人场景下避障性能不佳、甚至不能使用的问题，

使其在正常室内导航的同时，在有行人的室内环境下依然具有优秀的避障能力，对陌生环

境有较好的泛化能力。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将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固定在一起进行数据集采集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单线激光雷达搜索最佳航向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决策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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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4为串行结构输出无人机航向角的示意图；

[0023] 图5为代价函数的下降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所述的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视

觉避障方法，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一、将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固定在一起后，利用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共

同采集数据集；

[0026] 其中：数据集内包括在tn时刻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以及在tn时刻单线激光雷达采集

的数据，n＝1,2,…,N，N代表时刻的总个数；

[0027]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利用预训练

好的YOLO  v3网络输出对各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

[0028] 步骤三、将步骤二输出的行人位置预测信息分别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各个

新图像；

[0029] 步骤四、对步骤一中单线激光雷达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各个时刻无人

机的最佳航向；

[0030] 步骤五、将步骤三获得的新图像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集，将

步骤四中提取出的最佳航向作为训练集中对应时刻图像的标签；

[0031] 步骤六、利用打好标签的训练集图像对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直至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值不再减小时停止训练，获得训练好的改进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

[0032] 步骤七、将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与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合并

成串行结构，将合并成的串行结构作为端到端决策网络；

[0033] 将无人机上的单目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实时输入预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后，输出

对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再将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绘制在对应的图像上，获得添加

行人位置信息后的图像，将添加行人位置信息后的图像输入训练好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

经网络，通过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实时输出无人机的航向角。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步骤一中，摄像头

采集的图像的大小为640*480像素，图像的格式为RGB格式。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二不同的是：所述步骤四的具体过

程为：

[0036] directionn＝mid(max(lidarData_blank)n)    (1)

[0037] 式中，max(lidarData_blank)n代表求取tn时刻单线激光雷达覆盖范围内连续空白

区域面积最大的区域，mid(max(lidarData_blank)n)代表求取区域max(lidarData_blank)n

的中心航向，将求取出的mid(max(lidarData_blank)n)作为tn时刻无人机的最佳航向

directionn。

[0038]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不同的是：所述步骤二中，利用预

训练好的YOLO  v3网络输出对各图像中行人位置的预测信息，其具体为：

[0039] personn＝(xt1,yt1,xb1,yb1,xt2,yt2,xb2,yb2...xti,yti,xbi,ybi...xtI,ytI,xbI,yb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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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式中，(xti,yti,xbi,ybi)代表tn时刻图像中第i个行人预测框在图像中的左上角顶

点坐标和右下角顶点坐标，i＝1,2,…,I，I代表tn时刻图像中的行人总个数，personn代表tn

时刻图像中全部行人预测框在图像中的左上角顶点坐标和右下角顶点坐标组成的集合。

[0041]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x坐标和y坐标是指图像平面直角坐标系下的坐标。

[0042]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步骤五中，改进的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结构由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外加3个隐藏层和1个输出层

组成；

[0043] 将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第

一隐藏层，第一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为7168；

[0044] 将外加的3个隐藏层分别作为改进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第二隐藏层、第三

隐藏层和第四隐藏层；

[0045] 外加的第二隐藏层、第三隐藏层、第四隐藏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分别为256、

128、16和1。

[0046] 本发明中“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是指现有的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即本

发明中“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结构与现有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结构相同。外

加3个隐藏层和1个输出层，是对原始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结构上进行的改进。

[0047] 本发明中自定义添加了神经元个数为256、128、16、1的全连接层，目的在于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主体结构为卷积层，其缺乏全连接层，缺少全连接层会使得网络对

数据集的拟合能力不足。因此本发明添加了三个隐藏层(256、128、16)来提高网络对数据集

的拟合能力。

[0048]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五不同的是：所述改进的Resnet18

深度神经网络的第一隐藏层、第二隐藏层、第三隐藏层和第四隐藏层后均采用ReLU激活函

数，输出层采用Linear激活函数。

[0049]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步骤六中，改进的

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采用均方误差，代价函数的表达式如公式(3)所示：

[0050]

[0051] 式中，Loss代表代价函数，yj代表第j张图像对应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

输出结果， 代表第j张图像对应的标签，m代表一个批次(这里的batch_size＝64)的图像

数量。

[0052] 将步骤三获得的新图像分批次输入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每个批

次的图像数量为64个，yj代表当前批次的第j张图像对应的改进Resnet18深度神经网络的

输出结果， 代表当前批次的第j张图像对应的标签。

[0053] 实施例

[0054] 一种基于串行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单目无人机室内避障方法，具体是按照以下

步骤实施的：

[0055] 步骤一：采集数据集。通过图1所示仪器，将单线激光雷达与摄像头固定在一起，该

设备可以方便手持，因此采集数据的时候可以人为手持该设备在室内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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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回来的数据集格式为(image,lidarData)，其中image和lidarData分别是同一时刻摄

像头采集的图片和激光雷达采集的数据，图片大小为640*480，RGB格式。

[0056] 步骤二：数据集预处理。对步骤一提取得到的激光雷达数据信息进行预处理，目的

是根据激光雷达数据提取出当前无人机的最佳航向。其中激光雷达数据是一个长度为180

的数据，里面储存的是激光雷达正前方180°范围下的每个角度所对应的深度值。其示意图

如图2所示，激光雷达所发射的光线如图2中直线所示。其中射线是经过算法预处理后提取

出来的当前的最佳航向。最佳航向的提取方法如式子(1)所示。其中max(lidarData_blank)

表示求取0～180°范围内连续空白区域面积最大的区域，即如图2中障碍物2和障碍物3之间

的区域。其中mid(max(lidarData_blank))表示求取这块连续空白区域的中心航向，即图2

中的射线。

[0057] direction＝mid(max(lidarData_blank))    (1)

[0058] 步骤三：制作新数据集。将步骤一所采集的图片数据和步骤二所提取的最佳航向

合并成新的数据集，其格式为(image,direction)。将image(图片)作为网络训练的数据集，

将direction(最佳航向)作为网络训练时的标签。

[0059] 步骤四：确定网络结构。网络结构如图3所示。首先将原始图片输入给YOLO  v3网

络，其中YOLO  v3网络输出行人预测的向量信息，格式如式子(2)所示。其中(xti,yti,xbi,ybi)

表示视野中第i个行人预测框在图片中的左上角坐标跟右下角坐标。结合行人向量信息，将

图片中的行人用方框框起来，并用固定颜色填充(如图4中灰色方框所示。这么做的原因在

于，之所以在有行人的环境下单目视觉避障泛化能力不足，是因为行人(人群)的形态具有

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数据样本量有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发明方法里，用灰色矩形

框将行人覆盖起来，这样就使得所有行人的形态都“一样”，这也就大大降低网络拟合的难

度，大大提高了网络的泛化能力。同时，图4中图片底部的黑色射线表示的是网络学习出来

的决策航向。

[0060] person＝(xt1,yt1,xb1,yb1,xt2,yt2,xb2,yb2...xti,yti,xbi,ybi...xt10,yt10,xb10,yb10)   (2)

[0061] 步骤五：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的代价函数采用均方误差(MSE)，如式子(3)

所示。

[0062]

[0063] 训练时，一个批次的数据为64个样本batch_size＝64。训练200个epoch大约需要

花费15h的时间(计算机配置为GPU  1080Ti；CPU  i7  8700K)。其中，训练过程中的代价函数

下降曲线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该网络最终可以收敛。

[0064] 本发明的上述算例仅为详细地说明本发明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流程，而并非是对本

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

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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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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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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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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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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