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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utoware 的无人车高精度地图构建系统 

 

摘要 

 

基于 Autoware的无人车高精度地图构建系统，是以 ROS系统为基础，利用搭载

Autoware的 AI-BOX完成包括：融合多传感器建图、定位、感知、路径规划、底盘控制等一

整套自动驾驶任务。为如园区、农场等特定环境下的无人车实际应用落地提高可行性和便捷

度，一定程度地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实际嵌入式系统

开发平台 Intel AI-BOX的性能特点，以及 Autoware实际搭载在 AI-BOX上存在的不足，进

行针对性的优化和改进，充分体现了 AI-BOX的边缘计算能力在计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关

键性地分担无人驾驶任务中的重要的计算部分。并且在 Intel AI-BOX嵌入式平台的建图任

务执行上，利用一种采取局部匹配而不是全局匹配方法的建图算法，提高建图性能，并融合

LIDAR、IMU、GPS多传感器信息作为消除累积误差的方法，实现高性能高精度建图，使仅有

四核 CPU 的 AI-BOX上的较大场景建图任务的执行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高精度地图，自动驾驶，Auto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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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WARE BASED UNMANNED VEHICLE HIGH-

PRECISION MAP BUILDING SYSTEM  

 

ABSTRACT 

 

Based on Autoware unmanned vehicle map build system has high precision, is based on the 

ROS system, Ai – BOX, which combine with Autoware, achieve including: fusion of multi-sensor 

built map, location, perception, way planning, chassis control such as a complete set of automatic 

driving tasks, it improve feasibility and convenient of the landing part for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such as park, farm, of unmanned vehicle application, saving the user's time and cost of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we combined with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ual embedded system 

developing platform, Intel AI - BOX, and Autoware actual carry on the AI - BOX of targeted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fully embodies the edge computing capacity of the AI-BOX under 

the shortage of the computing resources, critical to share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mportant part of 

unmanned mission. And in Intel AI - BOX built map on the mission of the embedded platform, 

using a global match rather than local matching methods of building-map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map and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LIDAR, IMU, GPS as a way to 

eliminate cumulative error,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and high precision built map, make only quad-

core CPU AI - BOX on the larger scene built map task execution has feasibility. 

 

Key words: High precision map, autopilot, Auto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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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当我们开车时，导航地图会为我们提供路线规划、道路情况、交通管制等信息，这在

极大程度上为我们驾驶过程中的决策和对驾驶环境的了解评估提供了便利。 

而无人驾驶车缺乏人类驾驶员固有的视觉和逻辑能力，例如利用视觉信息和 GPS 定位

自身位置，分析驾驶场景下的复杂信息做出避障、停泊等决策。而无人车要具备这些能

力，最关键的一项技术就是高精地图构建。 

高精地图是当前无人驾驶车技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包含了大量的驾驶辅助信息以

及道路网的精确三维表征，例如交叉路口布局和路标位置，还包含大量语义信息，如车道

转弯标志，道路速度限制等。作为无人车识别路况、精准驾驶的基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是地图的精度。手机上的导航地图只能达到米级精度，而高精地图可以使车辆达到厘米级

精度，这对确保无人车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目前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发布并维护的开源框架 Autoware，已经发展成为一整套自动驾

驶技术多合一开源项目，包含定位、检测、预测和规划以及控制等模块。国内外均有自动

驾驶技术团队，例如百度公司的 Baidu Apollo 等，在 Autoware 基础上发展出优秀的无人驾

驶车技术。Autoware 中多个模块严重定位依赖于 3D 高精度地图数据，例如用于定位 NDT

算法，以及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和 3D 高清地图数据提供的路网信息实现跟踪和预测。 

然而，Autoware 中 NDT 映射节点和点云地图构建工具是为封闭环境设计的，因此不

适合创建大规模的 3D 地图数据。并且，对比百度 Apollo 地图，Autoware 地图中并不包含

驾驶辅助信息以语义信息。 

本项目设计基于 Autoware 开源自动驾驶框架和赛方提供的硬件平台，对 Autoware 中

地图测绘部分进行优化，改善其测绘地图的精度。通过构建高精度地图，结合 AI-BOX 开

发一套在特定场景下的无人车应用。 

 

系统架构 

目前有许多需要应用无人车技术的特定场景，例如水果园区的水果自动运输、公司园

区的送餐车等，但是由于无人车所需的地图技术支持有着价格昂贵、需长期支付费用等特

点，因此在这些特定场景中有构建高精度地图和无人车应用的市场刚需，有着较好的发展

前景。 

第二章 融合多传感器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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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采集 

 

为了构建更加精确的点云地图，我们使用上图中所示的多种传感器进行数据的采集。

Velodyne 雷达，提供了 16 线点云数据；RTK 提供了厘米级定位信息；6 轴 IMU 提供了行

车时的姿态，USBCAN 控制器返回实时的底盘速度信息。 

2.2 点云地图构建 

2.2.1 Autoware 点云地图构建技术 

Autoware 点云地图构建技术； Autoware 框架中，点云地图构建器（Point Cloud Map 

Builder）是一个用于简化构建 3D 点云地图的工具。使用预先记录的 ROSBAG 文件作为输

入，其中可选择包括激光雷达传感器捕获的距离信息。点云地图构建器将构建 3D 点云地

图作为输出，生成基于 PCL(Point Cloud Library)提供的标准格式 PCD(Point Cloud Data)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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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ware 大型地图构建 

 在上述俯视图中可以看到，其建图的效果实际上比较理想，然而由于有些路径重复经

过，但地面高度却累计了误差，因此实际上地图中包含了两层： 

 
Autoware 所建地图中地面分层 

2.2.2 3D Graph SLAM 

在使用 Autoware 驱动 Velodyne VLP16 扫描点的云数据基础上，基于 3D Graph 

SLAM，实现基于 NDT 扫描匹配的测距估计和回路检测。并实现多种图形约束，例如

GPS，IMU 加速度（重力计），IMU 方向（地磁计）和地平面（点云）。 

点云首先通过下采样，通过滤波清理之后传入下一个节点，在连续帧之间迭代检测。

这里存在两种方案。可以使用点云数据估计传感器的姿态信息，以及地平面信息，同时也

可以使用实际的 GPS，以及 IMU 检测当前位置和姿态信息，作为 Graph SLAM 的约束，

从而实现信息互补，补偿点云在扫描匹配中的累计误差。并且检测地图中的循环，结合约

束进行构图。 

 

3D Graph SLAM 算法流程图 

2.2.3 LIO-SAM 

针对 Autoware 自带建图算法冗余较大、性能较差以及实际应用平台 Intel AI-BOX 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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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CPU 核心这两方面问题，并融合多传感器信息实现高精度地图构建，我们首先利用

LIO-SAM 算法中一种有效的，基于滑动窗口法的扫描匹配方法，将旧的雷达扫描边缘化后

进行位姿优化，在局部范围而不是全局范围进行扫描匹配，并通过选择性的将新关键帧注

册到固定大小的先验关键帧集合中，提高了实时性能，使 AI-BOX 在仅有四个 CPU 核心的

情况下进行较大场景建图任务成为可能。再将 IMU、LIDAR、GPS 信息融合以消除累计误

差，实现 AI-BOX 下的高性能高精度建图。 

 

LIO-SAM 建图过程与效果 

2.3 矢量地图标注 

我们使用 LGSVL Simulator 在 Unity 2019.3.3f1环境中对点云图进行路况标注。 

LGSVL Simulator 是 LG Electronics基于 HDRP Unity 开发的自动驾驶模拟器，可以

生成高清地图，用于快速测试和验证系统。我们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使用其源代码加载至

Unity项目。 

2.3.1 导入 

Simulator支持导入高清地图（Import HD Map）以及二进制编码的 pcd文件（Import 

Point Cloud），但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现，使用 Autoware生成的 pcd 文件为 ASCII编

码，无法正确导入至 Simulator。通过 python程序改变 pcd文件编码格式，问题得以解

决。 

https://github.com/TixiaoShan/LIO-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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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Simulator 的点云地图 

2.3.2 标注 

选择 Annotation HD Map，即进入如下图所示标注界面。 

 

Simulator 中的标注界面 

Simulator 支持 Lane/Line，Signal，Sign，Pole，Pedestrian，Junction，Crosswalk，

ClearArea，ParkingSpace，SpeedBump 10 种标注模式，当前我们的应用中使用最基本的是



                                         基于Autoware的无人车高精度地图构建系统 

第 6 页 共 15 页 

Lane/Line 模式，包括车道线（Lane）、停止线（StopLine）以及边界线（BoundryLine）标

注。 

Lane/Line 模式的标注方式是通过 WayPoint 多个点连接形成所需线路。在该模式下，

附属 mesh collider 的路面上出现 TARGET_WAYPOINT（目标路点），可生成

TEMP_WAYPOINT，连接后形成 MapLine / MapLineStop / MapLineBoundry。 

同理，标注路面停止线和路面边界线与之类似。 

 

本项目部分矢量图标注 

2.3.3 导出 

在配置 Lane/Line 模式的 Parent object等属性一致后，即可导出标记好的 HD Map

（Export HD Map）。我们导出的格式是 Autoware Vector Map，导出标记文件为 csv文

件。 

 

导出全部的 csv 文件 

第三章 感知 

3.1 定位 

当前的 Autoware 中 ndt_matching 算法通过传感器如 GNSS、CAN、IMU 实现点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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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定位，结合地图、摄像头、底盘信息给出预期的姿态和控制。 

电控单元

陀螺仪

摄像头

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

地图

视觉里程

计算

特征提取

点云融合

坐标转换

滤波器

激光雷达

上一帧

扭转计算

上一帧

扭转计算

下采样 点云定位

特征定位

姿态融合

GPS坐标

点云数据

图像

速度 速度

速度

扭转融合

扭转数据

扭转数据

扭转数据

扭转数据

姿态数据

点云数据 姿态数据

特征 姿态数据

特征图

点云图

姿态+速度

 

定位算法流程图 

3.2 目标检测 

Autoware 内置两种目标检测算法，vision_darknet_detect 与 vision_ssd_detect。分别为

darknet 实现的以 darknet-53 为 backbone 的 YOLOv3 目标检测算法与基于 Caffe 推理框架的

以 VGG19 为 backbone 的 SSD 目标检测算法。两框架均可使用 CUDA 进行推理加速，然

而由于 AI-BOX 的硬件配置，无法使用。经测试，使用原框架 CPU 并行推理情况下，虽然

可以进行推理，但在占用率极高的情况下，处理速度仍然极慢。 

 

AI-BOX 上 Darknet 测试效果，检测延迟非常高 

由此，我们想到两种方案，一种是采用 alibaba MNN 轻量级推理框架，另一种采用

OpenVINOTM Tookit。 

3.2.1 训练 

对于交通场景中的目标检测，我们使用伯克利大学人工智能研究组制作的

BDD100K，即大规模、多样化的驾驶视频训练集。数据集中的回归框标签共有 10 个类

file:///C:/Users/a1220/Desktop/(https:/github.com/alibaba/MNN)
https://docs.openvinotoolkit.org/
https://bair.berkeley.edu/blog/2018/05/30/b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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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别为：Bus、Light、Sign、Person、Bike、Truck、Motor、Car、Train、Rider，共约

184 万个。 

经数据清洗，我们由此使用 Darknet 训练 10 分类 YOLOv3。使用 Kmeans 为全部回归

框大小聚类，得到 anchor 写入网络配置文件 cfg 中。训练时开启数据增强与多尺度，在

RTX 2080 上训练约 100 小时（86K*batches 64）。验证集上 mAP@50%为 59.30%。实际测

试效果如下： 

 

经 BDD100K 训练的 YOLOv3 测试效果 

3.2.2 模型准备 

由于 MNN 或 OpenVINO 推理框架均不支持 Darknet 模型，因此我们将其转为 Caffe 模

型。首先需要修改 Caffe 源文件，加入 Upsample layer，我们使用 darknet2caffe 将 darknet

模型 cfg/weight 文件转为 prototxt/caffemodel 文件。这里我们忽略了两框架实现

BatchNormal 时的细微差异。经测试，模型精度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3.2.3 MNN方案 

使用转换器将 Caffe 模型转为 MNN 模型： 

$ MNNConvert -f CAFFE --modelFile bdd100kyolov3.caffemodel --prototext 

bdd100kyolov3.prototxt --MNNModel bdd100kyolov3.mnn 

结合 TBB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s)实现 MNN 框架的推理。 

该设计的主体使用一个 tbb::parallel_pipeline，而由于 MNN 推理框架单个对象不是线

程安全性的，因此为了充分利用并行性，我们实例化多个对象。设计 Pipeline 完成整个推

理过程。 

在接收 image_raw 的回调函数中，将接收的图片放入有限长度线程安全的输入队列

中，并尝试从输出队列读取图片，转换为输出 message，发布该消息。 

使用 tbb::concurrent_bounded_queue，完成图片对 pipeline 的输入和输出。在图片的前

处理，推理，后处理过程均采用并行状态。控制并行为多级渐进，在吞吐量与延迟之间进

行权衡。考虑到 AI-BOX 处理器为 4 核心，因此使用 token 数为 4。设计并行流程如下图所

示： 

https://github.com/ChenYingpeng/darknet2caffe
file:///C:/Users/a1220/Desktop/TBB%20(Intel%20Threading%20Building%20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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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line 的结构如下，具体实现参见附录。 

 

利用该结构，我们在 AI-BOX 上将 darknet 优化至 1fps，虽然是 CPU 上完成的不错的

成绩，但实际上仍未达到实时需求。于是使用 MobileNetV2-YOLOv3 的 MNN 实现进行推

理，开启 6 线程的 TBB Pipeline，经测试，实时视频的推理可以达到 25fps。而 CPU 全核

占用率均已达到 100%。鉴于此，这并不适合用于 Autoware 的其他部分计算。 

3.2.4 OpenVINO 方案 

借助 OpenVINO 模型转换器，将 Caffe 模型转换为 bin 和 xml 文件，以供 OpenVINO

推理器使用。了解到 AI-Box 搭载 HDDL-R8 推理加速器以及 GPU，我们分别尝试使用两

种设备尝试进行部署。 

3.2.4.1 串行方案 

我们首先将转换的模型放入示例中的 YOLOv3 目标检测示例中测试运行效果。AI-

BOX 实际测试时，异步 HDDL 设备推理在默认情况下仅为 2fps，并且使用设备管理器查

看占用率，各核心仅约 7%。异步 GPU 推理默认为 8fps。 

在 ROS 的节点中，输入图像以回调函数形式被节点处理，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detection
_results

/image
_raw

Preprocess

Postprocess

OpenVINO GPU 
Inference Engine

 

串行目标检测推理器设计 

起始

• 流入：tbb::flow_control

• 按序串行；控制流水线的起始与终止，借助tbb::concurrent_bounded_queue与回调函数通信。

• 流出：std::pair<std::shared_ptr,int>

前处理

• 流入：std::pair<std::shared_ptr,int>

• 并行；将流入图片输入对应的推理器中。

• 流出：std::pair<std::shared_ptr,int>

推理

• 流入：std::pair<std::shared_ptr,int>

• 并行；实现推理过程。

• 流出：std::pair<std::shared_ptr<std::vector<RectClassScore<float>>>,std::shared_ptr<cv::Mat>>

后处理

• 流入：std::pair<std::shared_ptr<std::vector<RectClassScore<float>>>,std::shared_ptr<cv::Mat>>

• 并行；筛选检测框并完成NMS。

• 流出：std::pair<std::shared_ptr<std::vector<RectClassScore<float>>>,std::shared_ptr<cv::Mat>>

结束

• 流入：std::pair<std::shared_ptr<std::vector<RectClassScore<float>>>,std::shared_ptr<cv::Mat>>

• 按序串行；流水线终止，将处理后结果按顺序放入队列tbb::concurrent_bounded_queue中，实现与回调函数的通信。

• 流出：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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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OX 上 GPU 的串行推理，可以达到 6~8fps 

两种推理设备在计算过程中均未占用过多的 CPU。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帧率以及

CPU 占用率均已达到实际应用的要求，但为了探索设备的更高性能，我们还进行了如下测

试。 

3.2.4.2 并行方案 

考虑到 ROS 节点使用回调函数处行推理方理当前帧，因此为了利用推理器的并行性，

我们使用 STL 的 std::thread 独立创建一 tbb::parallel_pipeline。该流水线输入输出仍使用有

限长度线程安全的输入队列中，控制队列大小来调整并行度。 

/detection
_results

/image
_raw

Push 
Frame Queue

Pop
Detections Queue

Preprocess

Postprocess

OpenVINO GPU 
Inference Engine

Embarrassingly 
Parallel

Push
Detections Queue

Pop
Frame Queue

 

并行目标检测推理器设计 

在这里的实现方式与上述 MNN 方案类似，然而经过测试发现，OpenVINO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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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L 与 GPU 推理器均无法由手动控制并行工作。在上述单线程情况下，HDDL 推理引

擎可以达到 2fps，然而当实例化多个对象并并行推理时，无论是加载模型总时间，或是单

次推理时间以及推理总时间均大幅增加。 

3.3 目标跟踪 

Autoware 实现了超像素跟踪器（Beyond Pixels based tracker），该算法仅用单目摄像

头，根据一些目标例如姿态，形状和运动的 3D 信息。该算法与上述优化的目标检测算法

结合，可以实时计算，并且可以与检测器互补，解决检测器可能出现的错误。 

3.4 检测融合 

使用视觉进行目标检测，将检测结果 2D bounding box 坐标信息投影到点云里面获得

3D bounding box 坐标，这里面需要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联合标定，即获取二者坐标系

的空间转换关系。 

3.4.1 相机标定 

我们选用 MindVision 工业相机，配合使用一广角镜头，略有畸变。首先通过相机标定

获得相机内参，把相机 3 维坐标系下的点投影到成像平面，会得到相机内参矩阵和畸变系

数，畸变系数可以消除相机凸透镜的畸变效应。之后再使用联合标定，可得到 4x4 的投影

矩阵，这就将雷达的 3D 点云转换到了相机坐标系中。 

 

相机标定 

借助 Autoware 的 image2points 与 points2image 节点，加载摄像头内参与外参信息，即

可实现了雷达点云与摄像头图像之间的融合。 

 

点云与图像融合效果 

3.4.2 雷达欧式聚类检测 

该算法的目的是检测点云数据中的单个对象，并且根据接近度将点分组为聚类，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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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布为检测到的对象。 

这里使用欧欧式距离对经过预处理的点云进行聚类，聚类容差由 clustering_distance 参

数定义。然后针对相邻的群集检查结果群集，并将任何小于 cluster_merge_threshold 的群集

合并到一个群集中，使用矩形边界框和多边形边界包围群集点云，标识为某一物体。 

 

行进中实时雷达欧式聚类效果 

3.4.3 目标检测结果融合 

综合使用上述融合方法，将摄像头检测到的目标映射到点云中。同时开启点云欧式聚

类，在 AI-BOX 上的计算并未出现明现卡顿或延迟，效果达到预期。 

 

实时点云定位且完成目标检测与点云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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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动驾驶 

4.1 路径规划 

路径规划是以矢量地图标注得到的车道线、边界线等车道信息为基础，主要分为两部

分：任务规划（mission planner）和行动规划（motion planner），任务规划根据目标和矢量

地图信息规划路径，行动规划根据感知所获取信息等具体情况调整路径和速度。 

mission planner 包括 route planner 和 lane planner 模块。 

route planner 模块用于寻找到达目标地点的全局路径。 

lane planner 模块可根据 route planner 发布的全局路径所包含的一系列路口结果，发布

到达目的地的一系列 waypoint 数组。waypoint 数组是包含一组具有速度、位置等信息的航

迹点的轨道信息，即可供跟踪、避障、速度调整的路径信息。 

motion planner 包括 pure pursuit、velocity planner 和 astar avoid 模块 

pure pursuit 模块可根据任务规划发布的一系列 waypoint 数组进行航迹点跟踪，产生一

系列的控制指令，发出的控制消息可以被车辆控制模块订阅，实现车辆自动控制。 

velocity planner 模块可根据感知模块或车道线提供的具体信息，更新速度信息，如在

障碍物前或停止线前减速、停止等等。 

astar avoid 模块根据 Hybrid-State A*查找算法，生成从现在位置到指定位置的可行轨

迹，可以实现避障，或者在给定 waypoint 下的急转弯等。 

 

路径规划效果 

上图为路径规划的可视化效果，红色线即任务规划发布的一系列具有速度、位置等信

息的航迹点的 waypoint 数组，蓝色线即根据指定目标在 waypoint 上形成的轨迹，绿色线即

根据行动规划发布的避障等信息可供调整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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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障效果 

上图为避障效果，根据当前的障碍物信息，可以实现减速停止或轨迹的重新规划。 

 

在避障情况下 motion planner 的输出。 

4.2 底盘控制 

借助 USBCAN-II，底盘使用 CAN 总线与处理器通信。 

按照 Autoware 的底盘控制模式，各程序包计算得出的控制信息汇入 twist_cmd 节点，

该节点发布 vehicle_cmd 并通知 vehicle_sender 完成控制。因此本项目中，修改

vehicle_sender，解释 Autoware 给出的控制信息，使用 CAN 总线完成各底盘动作的控制。 

表3-1 底盘控制功能 

功能 ID 数据 

Brake(刹车) 

Steer(转向) 

Throttle(油门) 

Gear(挂挡) 

0x111 

0x112 

0x110 

0x114 

brake_pedal_val: 0-100 

steer_val: -524~524 

throttle_pedal_val: 0-100 

PARK:1; REVERSE: 2; 

NEUTRAL: 3; DRIVE: 4 

第五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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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 Autoware，我们实现了自动驾驶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借助 AI-BOX 完成了高精

度地图的构建，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测试中。利用 AI-BOX 搭载的 GPU 和 HDDL，将目标

检测任务高效，高精度地转移到 CPU 之外，为自动驾驶的定位、感知、控制等功能提供了

充分的计算资源。由于 ROS 的设计理念，各程序包均自然地并行计算，然而在一些复杂的

计算任务中，我们尝试使用 TBB 进一步提高其并行度。最终取得了可以接受的实时计算性

能。 

自动驾驶是多学科交叉的典型案例，整套系统中功能间相互耦合，庞大且复杂。在比

赛期间内，我们能力十分有限，但我们仍希望以本次比赛作为契机，将该项目继续推进，

探索 AI-BOX 的计算潜力，尝试实现更高效率的高精地图构架并实现真实场景中的更加完

善的自动驾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