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双目全景相机的服务机器人室内语义地景及导航系统 

  

2020 年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2020 Intel Cup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 Design Contest  

- Embedded System Design Invitational Contest 

作品设计报告 

Final Report 
 

 

 

 

 

报告题目： 基于双目全景相机的服务机器人 
 

室内语义地景及导航系统 
 

 

学生姓名:   蓝浩宁 邓诗羿 胡昊源   

指导教师:          王赓         

参赛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双目全景相机的服务机器人室内语义地景及导航系统 

 

 

2020 年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参赛作品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参赛作品报告，是本人和队友独立进

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

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不侵犯

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

结果由本人承担。 

 

 

                           参赛队员签名：蓝浩宁 邓诗羿 胡昊源 

                                   

 

 

日期：  2020 年 9 月 28 日 

 

  



                                 基于双目全景相机的服务机器人室内语义地景及导航系统 

基于双目全景相机的服务机器人室内语义地景及导航系统 

摘要 

 

针对当前服务机器人研发中广泛存在的基于视觉自主定位与导航技术的不足，作品设计

一套结合深度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基于全景相机和脑海地图的机器人定位系统。系统创新性

地使用了双 360度全景相机（VR 相机），通过双目测距与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技

术识别场景的语义特征信息来获得机器人的位置，并通过与建立在 Unity 游戏引擎中的 3D脑

海地图进行场景匹配，在设备终端进行独立计算，从而实现实时定位与导航。原型系统实验证

明，该方法能够满足较大场景范围下的服务机器人视觉导航需要。 

 

 

关键词：服务机器人、室内导航、全景相机、脑海地图、深度学习、边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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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OR SEMANTIC MAP VIEW AND NAVIGATION 

SYSTEM OF SERVICE ROBOT BASED ON BINOCULAR 

PANORAMIC CAMERA 

ABSTRACT 

 

This work designs a robot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panoramic camera and brain map that 

combines deep learning and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the widespread deficiencies of 

vision-based autonomous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technologies in current service robot 

development. The system innovatively uses dual 360-degree panoramic cameras (VR cameras) to 

obtain the robot's position through binocular range measurement and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based target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identify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scene, and then matches the 

scene with the 3D brain map built in the Unity game engine to perform independent calculations at 

the device terminal to achieve real-tim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The prototype system experiments 

prove that this method can meet the visual navigation needs of service robots in a wide range of scenes. 

 

Key words: Service robots, indoor localization, indoor navigation, panoramic cameras, brain maps, 

deep learning,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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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服务机器人作为当下机器人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其自主定位技术一直是关键技术。传

统的卫星定位，其精度不能满足室内等小范围场景的需求；基于场景内信号强度实现的定位

又会受到信号干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激光雷达测量精度高却造价昂贵且体型庞大。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创新性地使用了双目全景相机，利用全景图中的丰富特征、通

过双目测距和目标检测技术对机器人进行定位。关于目标检测，在软件层面上我们采用

openvino 进行推理加速；在硬件层面，我们利用 AIBox 中的 VPU 提升图像处理性能。同时，

我们利用建立在 Unity 中的可视化“脑海”地图为机器人提供全局定位和导航服务。 

整个系统将被设计成以下几个部分： 

(1) 全景图像获取。通过双目全景相机获取机器人周围环境，并进行矫正等操作。 

(2) 图像处理。通过双目测距算法结合目标检测技术，并用 openvino 进行推理加速，我

们从图像中提取出有效的机器人周围环境信息。 

(3) 特征比对。将获取的机器人周围环境信息与脑海地图中的场景进行比对，从而确认

机器人所在位置并对机器人下达下一步指令。 

综合实验结果初步表明，此套系统能够在室内环境下为机器人提供室内定位和导航服务。 

 

 

1.1 研究背景 

随着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工业机器人、许多民用机器人特别是服务机

器人在各行各业都大展身手。面对复杂的应用场景，服务机器人的室内定位和路径导航就成

了大问题。传统的卫星定位利用多个卫星发射电磁波到目标的时间差和绝对时间计算卫星到

目标的距离，从而计算出目标的坐标。但由于卫星与目标距离长，信号也有被干扰的情况，

这种定位方式在民用层级上往往做不到十分精准，尤其是在室内这种空间尺度狭小的场景。

关于利用场景内的热点作为信号源来进行室内定位能够做到比较高的准角度，但这需要商场

方面的授权，因此也不能做到很好的覆盖率。然而，照片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相

机拍摄影像，分析图像中的特征点，找到目标与特征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进而可以确定

目标在场景中的相对位置。本项目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全景摄像机来获取目标周

围的图像信息，从而达到只需少量设备就可以达到多台普通相机的定位效果。 

 

1.2 研究现状 

1.1.1 室内定位 

现有的室内定位方式有通过布置室内热点充当信号源来实现类似于卫星导航的效果，也

有通过激光雷达扫描整个空间实现地图建模和目标定位。但前者需要外部设备的支持，而后

者设备体积庞大，造价昂贵。基于全景摄像机的室内定位可以以非常小的体积和相对低的价

格做到较高的定位精度，很好的弥补了前两者的缺点。 

总的来说，虽然现在市面上已不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主要是基于传感器而不是视觉，

尚无一款通过周围环境的信息来进行安全风险检测的成熟项目。 

 

1.1.2 室内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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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发展的这几十年里，机器人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并广泛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

从磁条导航、二维码导航、激光导航再到视觉导航等，机器人定位导航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机器人定位导航方式的海内外趋势吧。 

（1）磁条导航是最常见的移动机器人定位与导航方式，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在国内，新松、华晓都是比较大的磁条导航应用厂家。磁条导航大多是应用在产线

相对比较稳定，物流搬运的路线相对比较统一的场景。 

磁条导航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易于实施、定制方便以及稳定性高等。但随着生产场景的

变化，磁条导航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路线固定、现场实施后不易调整、磁条容易受到现

场金属等物体的破坏等等，给用户带来了许多的困扰。新的应用也在催生新的导航方式。 

（2）2012 年，亚马逊斥巨资 7.75 亿美元收购 Kiva systems 公司的机器人项目，这家公

司实现了机器人在仓库里派发货件的功能。其通过二维码相机扫描地面上的二维码信息，获

得其 ID，由 ID 的索引 map 得到位置信息。 

二维码导引的方式，成本低、部署容易、线路也方便调整。其缺点在于，贴在地上的二

维码易被磨损，需要定期维护，同时对于地面平整度要求也很高。所以二维码导引用在一次

没有其他干预的场景是非常合适的，比如电商仓储。 

（3）在激光导航领域，比较著名的是 SLAM 技术。其理论发展比较成熟，最早国外 NDC

科尔摩根、ANT 等激光导航模块供应商在市场投入使用，但并没有被快速地推广。 

激光导航的优点在于其适应性好、不需要对环境进行额外的改造、部署效率高、任务调

整快等。其缺点在于成本高、实施门槛高、难以获取非离散信息等等，近几年也在落地实现

并稳定推广。 

（4）视觉导航在过去几年间，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方向，其应用潜力非常大。自动驾驶

的研究热潮也加快了视觉导航的发展。视觉导航成本低、环境信息比激光导航更加丰富、不

需要对环境进行任何改造，其应用的范围会更加广泛。 

1.2 创新点 

     本系统的创新点包括： 

    （1）利用双目全景摄像头获取机器人周围场景，使机器人能拥有全方位无死角的视觉

感知。 

（2）创新性地使用脑海地图作为机器人的“数据库”，其数据量小，精度要求不高，且

拥有很好的可视化特性。 

（3）利用了现有性能最佳的 yolov4 目标检测算法，并利用 OpenVINO 和 Intel VPU 计

算单元对神经网络计算进行加速，使系统能满足实时性要求。 

（4）该项目符合边缘计算的理念。机器人定位与导航的计算、地图的读取与更新，均

在机器人本机上进行，并不需要在云端处理。同时，随着系统的成熟，可建立云端读取小车

终端中的“脑海地图”数据，生成一个全局的“脑云地图”。 

第二章 动机与想法 

 

2.1想法由“痛”而起 

一直以来，人们总希望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任务。随着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

发展，不仅是工业机器人、许多民用机器人，特别是服务机器人在各行各业都大展身手。面

对复杂的应用场景，服务机器人的室内定位和导航功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传统的卫星定位利用多个卫星发射电磁波到目标的时间差和绝对时间计算卫星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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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从而计算出目标的坐标。但由于卫星与目标距离长，信号也有被干扰的情况，这种

定位方式在民用层级上往往做不到十分精准，尤其是在室内这种空间尺度狭小的场景。关于

利用场景内的热点作为信号源来进行室内定位能够做到比较高的准角度，但这需要商场方面

的授权，因此也不能做到很好的覆盖率。 

这是行业的痛点之一，我们一直想要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问题

的解决。近年来，神经网络与边缘计算技术蓬勃发展——Intel 推出了用于快速开发模拟人类

视觉的应用程序工具包 OpenVINO，并为 AI Box 提供了适合神经网络计算的高性能 VPU。

这些技术上的进步，让我们曾经只能在脑海中想象的方案，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2 灵感从“人”而来 

人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却似乎忘记了，世界上最实用的导航系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而人在定位与寻路的过程中，从不需要精确的坐标与精密的模型。毕竟对于海盗们来说，找

到宝藏，只需要有藏宝图和罗盘就够了。这很有趣，我们不禁要问，人类是如何进行定位与

寻路的？ 

 

2.2.1 人的定位模式特征 

对于人的定位模式，我们提取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识别特征地标。我们在寻路时，往往不会在脑海中对周围的环境建立一个精确的

空间模型。相反，我们更加倾向于记住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结构、物体等信息。 

（2）关注相对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甚至不会去关注某个物体在三维空间中

的坐标是什么，我们更加倾向于记住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比如，“进门之后就能看见

一张桌子”，“墙旁边有个椅子”，“桌子上面还有一个苹果”等，这些都是我们记忆相对位置

关系的表征。 

（3）语义推断位置。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所处的空间？同样的，我们认为不是根据精

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坐标，而是根据语义和相对位置来认识的。我们看到床，可能会觉得这

里是卧室。当然，前提是有了相应的知识——卧室里一定是有床的；当 A、B 房间都有 5 个

苹果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A 房间中的苹果摆成了一条线，而 B 房间中的摆成了五角

星，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区分出 A、B 两个房间。 

  

2.2.2 人的寻路模式特征 

 对于人的寻路模式，我们提取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大致方向判定。“请问一下，霍英东体育馆该怎么走？”放在二十年前，智能手机

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跟你说，霍体在交大的西北角，所以一直往西北走就好了。

至于霍体具体在哪，到了交大西北角，你一定会看见的。当我们返校时，我们知道，交大在

上海，再精确一点，是上海闵行区。所以我们只要先到达上海，至于交大的具体在哪，我们

只需要识别上海内的特征地标，最终就一定能够到达学校。 

（2）错误信息反馈。即便是人，也无法又快又准地找到目的地。但当我们发现眼前的

场景与自己记忆中的或是地图中的场景不符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从而及

时调整自己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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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设计 

 

受人类的定位与寻路模式的启发，我们准备把类似的特征，应用于我们的项目中。即我

们想要完成一个基于语义信息与相对位置信息的，适用于大场景下的定位与导航机器人。为

了高效获取语义信息，我们计划使用 360°全景相机。同时为了获取物体间的相对位置信息，

我们使用两台相机，从而能够模拟人眼，生成深度数据。基于物体在相机坐标系下的坐标，

机器人可以计算出自身与场景中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并返回数据给 unity 用以更新脑海地

图，并接收小车运动指令，从而实现定位与导航功能。 

 

3.1 总体框架设计 

我们将系统分为五个模块：图像处理模块、语义分析模块、定位逻辑模块、导航逻辑模

块、地图显示模块。系统组成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 3-1 

 

3.2 图像处理模块设计 

图像处理模块的功能是：获取视频流，展开鱼眼图片，划分六面图，根据视差图生成深

度图。 

我们通过两台全景相机获取视频流，每秒抽出一定数量的帧。由于全景相机拍摄的图片

是鱼眼图片，为了之后的语义识别与深度图生成，我们需要将鱼眼图片展开为平面图。 

鱼眼图展开为平面图的原理如下： 

首先，鱼眼图是一张裹在球面上的图片在大圆所在平面上的投影。知道这一点后，就可

以运用球坐标系将球面上的点与大圆平面上的一点一一对应。大圆平面上的点坐标就对应着

鱼眼照片的像素坐标系。而球面上的一点又可以计算出它的经纬度。接着建立一张横轴为经

度（范围是[-pi, pi]）、纵轴为纬度（范围是[-pi/2, pi/2]）的直角坐标系，我们又可以

称之为经纬图。将球面上的点一一映射到经纬坐标系上，就可以得到一张 2：1 的全景经纬

图。将两张鱼眼图分别做如上操作，经度相差 pi，得到两张只有一半视野的经纬图。由于一

个鱼眼摄像头的视角往往大于 180°，将前一步得到的两张经纬图按照经度重叠部分叠加在

一张照片上，就得到了一张完整的经纬图。 

接着，我们需要将像素所在的经纬度映射到平面上。想象一个球和它的内接正方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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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心出发作一射线，可以与正方体和球体表面各有一个交点，已知球面上的经纬度，可以根

据简单的立体几何计算得出正方体表面所在平面点的坐标。重复上述计算，就可以得到正方

体六个面的像素映射关系，即得到全景相机关于六个面的平面图。 

对于全景照片来说，并不存在前后左右上下的概念，但是机器人的行为存在，所以我们

将平面图划分为六面图，用来指导机器人的移动，同时也方便理解。 

鱼眼图划分为六面图的原理如下： 

 首先全景照片是以两个鱼眼相机合成而来的。我们将其中一个相机的正视方向作为正前

方，并且让正方体的 12 条棱或垂直于或平行于水平面，以此来划分全景图的前后左右上下

视角。  

两台全景相机在某一时刻，总共能够生成 12 张图片。我们通过对比左相机、右相机对

应的六面图，可以得到视差图，再根据视差图，我们生成 6个深度图，用来描述当前环境中

的相对位置信息。 

平面图得到深度图的原理如下： 

首先定义视差是同一时刻，左右相机拍得同一视角的照片中，对应点的横坐标之差。由

于需要找到对应特征点，所以对一张图像的一个像素需要对另一张图进行全图扫描，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是 O(n^4)。为了降低时间复杂度，我们需要在计算视差之前对两张图进行行矫

正，即将对应特征点调整到同一行像素。这需要对相机进行标定。测量的参数主要有相机的

内参，5个畸变参数，两个相机于是就有两组参数。除此之外还有描述相机之间位置关系的

平移矩阵和旋转矩阵。这些操作是用标定板采样，MATLAB 图形工具包进行参数标定，原理

主要来源于张正友标定法。 

在行矫正后，利用双目视觉的 SAD算法对同一行的特征点进行匹配，得到一张描述左相

机照片的视差数据。之后利用 OpenCV自带的 stereoMatch函数计算空间坐标，即得到了像

素所对应的处于左相机坐标系的空间坐标。 

 

3.3 语义分析模块设计 

语义分析模块的功能是：根据展开后的平面图，识别出环境语义信息。 

这里我们计划使用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与识别，其识别原理如下： 

我们用 Yolov4 的目标检测算法来进行我们的目标检测，此算法是目前开源的实时目标

检测算法中精度和速度最为适合的算法。YOLOv4 将物体检测作为一个回归问题进行求解，

输入图像经过一次 inference，便能得到图像中所有物体的位置和其所属类别及相应的置信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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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yolov4和其它目标检测算法比较 

利用 darknet 框架，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对我们的模式进行训练。利用 OpenVINO 

toolbox，我们可以在 AIbox 中非常方便地部署我们的模型且利用 AI 加速卡对我们的模型

进行加速达到实时性要求。语义分析模块从图像处理模块中获取矫正好的图像，放入

OpenVINO 部署好的推理引擎中，能以约 60fps 的速度分析出图片中存在的预训练对象，并

将其在图像中的种类，坐标位置，置信度等返回至定位逻辑模块。 

 

 

3.4 定位导航模块设计 

3.4.1 定位导航模块简介 

定位导航模块的功能是：根据图像处理模块与语义分析模块的结果，结合 Unity中的脑

海地图，确定机器人当前所处区域，并规划接下来机器人的运动方向。 

 

3.4.2 定位导航模块实现 

首先，机器人会根据图像处理模块和语义分析模块中返回的周围物品信息（坐标与类型）

来确定其在 Unity中的位置，然后更新 Unity中脑海地图的坐标，最后根据目的地和当前坐

标的差值来计算机器人的下一步运动方向。 

 

3.5 脑海地图模块 

地图显示模块的作用是：根据机器人返回的各种信息，实时更新 Unity中机器人的坐标

和角度信息，以及在地图中更新未在脑海中识别出的物体，从而辅助定位、导航模块的实现，

同时进行直观的展示。 

    通过 Unity与机器人的 TCP信息交互，Unity接收到机器人传来的物体类别信息、向

量信息。Unity综合两种信息，判断物体是否在脑海地图中已经存在。对于那些没有存在

的物体，Unity将其在地图上更新，用于下一次的定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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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实现 

4.1 硬件组成 

4.1.1 Insta360 4k Beta 简介 

Insta360 4k Beta 是 Insta影石公司发售的全景相机。Insta360 4K Beta

摄像机如图 2-1 所示： 

 

图4-1 Insta360 4K Beta 实物图 

重要参数如下所示： 

表4-1 Insta360 4K Beta 重要参数 

镜头类型 潜望式 

镜头说明 
230°超广角 7 玻镜头 

焦距：1.00±5%mm， 

镜头用途 超广角风景拍摄 

拍摄性能 4096×2048（4K超清）：18fps 

 

4.1.2 US-M5422 简介 

US-M5422 是优哲信息发布的用于边缘计算的 AI-Box，广泛应用于视频分析、深度学

习、机器视觉等行业。US-M5422 如图 2-2 所示： 

 

 

图 4-2 US-M5422 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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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数如下所示： 

表4-2 US-M5422 重要参数 

 

 

4.1.3 UP2 Grove IoT Development Kit 简介 

UP2 Grove IoT Development Kit 是英特尔发布的用于物联网的芯片。因为 Insta360只

能以无线网络的形式实时传输视频信号，所以我们为 up2 装上了无线网卡，将 up2 连进了

Insta360的 WIFI网络。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笔记本电脑上对机器人从环境中获取的信息进

行检测。 

 

4.2 硬件框架 

 
图4-3 系统硬件框图                            图4-4 机器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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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软件流程 

 

图 4-5 系统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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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测试 

 

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5 楼进行了如下测试： 

5.1 实验场景 

 

5.2 导航与定位测试 

（1）房间测试：小车能根据房间号准确找到房间，详见测试视频 

（2）寻物测试：小车能根据物品准确找到物品，详见测试视频 
（3）避障测试：小车能准确避开障碍，详见测试视频 

5.3 Unity显示测试 

（1）小车位置更新：小车能根据环境感知实时更新自己在 Unity 的坐标，详见测试视频 

（2）脑海地图更新：Unity 脑海地图可以根据小车的感知实时增加物品，详见测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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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色 

     本系统的创新点包括： 

    （1）利用双目全景摄像头获取机器人周围场景，使机器人能拥有全方位无死角的视觉

感知。 

（2）创新性地使用“脑海地图”作为机器人的“数据库”，其数据量小，精度要求不高，

且拥有很好的可视化特性。 

（3）利用了现有性能最佳的 yolov4 目标检测算法，并利用 OpenVINO 和 Intel VPU 计

算单元对神经网络计算进行加速，使系统能满足实时性要求。 

（4）该项目符合边缘计算的理念。机器人定位与导航的计算、地图的读取与更新，均

在机器人本机上进行，并不需要在云端处理。同时，随着系统的成熟，可建立云端读取小车

终端中的“脑海地图”数据，生成一个全局的“脑云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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