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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地图的寻物机器人 

 

摘要 

 

本项目设计了一种面向家庭应用场景的自主寻物机器人。在运行寻物程序前，机器人使用视觉惯导 SLAM 与

目标检测相结合的方式自主地构建场景的三维语义地图，并使用知识图谱构建物品之间的关系网络，用于协助机

器人搜寻物品。在运行时，机器人使用语音交互的方式获取用户指令，通过语义地图和知识图谱获得目标的可能

位置，并向这些位置进行导航，同时启动目标识别线程来寻找目标并获得目标的精确位置，完成对目标物的搜寻。 

 

关键词：边缘计算，语义地图，SLAM，目标识别，语音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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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Finding Robot Based on Semantic Map 

 

ABSTRACT 

 

This system has designed an autonomous object-finding robot for home application scenarios. Before running the 

search program, the robot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visual inertial navigation SLAM and target detection to autonomously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semantic map of the scene, and uses the knowledge graph to construct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items to assist the robot in searching for items. At runtime, the robot uses voice interaction to obtain 

user instructions, obtains the possible positions of the target through the semantic map and knowledge map, and navigates 

to these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starts the target recognition thread to find the target and obtain the precis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and complete the search for the target. 

 

Key words: Edge computing, Semantic map, SLAM, Target recognition, Voic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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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系统概述 

1.1 设计背景 

在一些家庭场景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在迫切需要某一个物品的时候，但总是找不到这个物品的情况，或者当

人们并不想花费精力去寻找的时候，可以借助机器人完成对物品的寻找。 

针对家庭场景，目前只有扫地机器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他类型的家庭机器人还存在以下问题[1]： 

(1) 本体计算能力不足，功能的实现大多依托于云端的计算平台，用户的隐私安全得不到保障，并且高度依

赖于网络，其稳定性得不到保证、存在时延； 

(2) 人机交互偏向于命令型方式，仍然需要人为操控，不够自然。 

(3) 环境自适应能力较差，受到光线影响较大，尤其是在暗光下难以正常工作。 

而本系统采用 AI-Box 平台进行计算加速，实现数据的边缘处理，能够有效解决隐私安全问题；同时采用多

源数据融合定位与建图方法，提高机器人建图、定位和导航的鲁棒性，最后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方式进行人机交互，

提高用户体验。 

1.2 系统组成 

本系统的硬件组成框图如图 1-1： 

 

图 1-1 硬件组成框图 

系统分为两部分：以 HERO 为核心的机器人平台和以 AI-Box 为核心的远程算力支持平台。两者间采用

802.11.ax Wi-Fi 协议进行无线通信。 

以 AI-Box 为核心的远程算力支持平台主要负责接收从机器人端传回的图像信息，进行数据同步后使用

HDDL 加速卡对目标检测算法进行推理加速，并进行可视化，同时负责与用户进行语音交互。 

机器人平台主要完成深度图像、RGB 图像、2D 激光点云数据的采集，以及三维地图的构建和机器人自主定

位与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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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统功能与指标 

本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1) 基于视觉惯导系统和目标检测算法的三维语义地图构建 

三维语义地图构建包含两个内容：三维场景重构与目标语义标注。本系统采用视觉惯导系统来获取准确的机

器人位姿信息，并将三维点云数据进行拼接，从而获得场景的三维空间地图；同时进行实时目标检测，将检测到

的目标物从相机坐标转换到地图坐标，并在地图上进行标注，实现语义标注功能。 

(2) 基于二维激光雷达和深度图像传感器的实时定位与导航 

机器人实时定位是机器人自主移动的基础，为了尽可能适应各种室内光照条件，本系统在搜寻目标物时，采

用 2 维激光雷达与深度图像传感器组合的方式进行机器人的实时定位与避障。 

(3) 基于 Yolo-v3 的异步模式目标检测 

Yolov3 相较于 Yolov3-Tiny 来说，拥有更高的精度，但是受到网络规模限制，其推理速度很慢，导致无法满

足实时性的要求。为了尽可能满足实时性的检测要求，我们采用类似于流水线技术的异步检测模式，用较低的延

迟代价从而达实时性检测（15FPS）的目的，这样在不影响检测功能的情况下，保证了高精度并且提高了实时性。

为后续功能提供可靠性支持。 

(4) 基于知识图谱的目标搜寻 

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可以借助知识图谱来构建语义地图中

目标物间的关系网络，本系统主要用其构建各个目标物的空间关系网络。 

(5)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语音交互 

机器人在开始工作前，需要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获取用户指令，本系统采用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相结合

的语音处理技术来获取用户的控制指令，以服务机器人的自然语言处理为目标，通过场景信息分析、自然语言任

务信息理解，最终求解出机器人的最优动作序列[2]，从而实现“命令自然化。 

1.4 系统实现原理 

根据系统主要功能，本系统主要有如下设计重点和实现原理： 

1.4.1 三维地图构建 

目前，能够实现真实尺度三维地图实时构建的方案主要有：基于三维激光雷达的激光 SLAM 方案和基于

RGBD 图像传感器的视觉 SLAM 方案[3]。 

激光 SLAM 主要通过对目标物发射激光信号，在根据从物体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物体到激光雷达

的距离，再根据激光发射的角度来确定物体的方向，从而得到物体和激光雷达的相对位置，其优点在于能够精确

得到周围环境的空间信息，能够适应各种室内环境，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激光 SLAM 方案已相对成熟，但是

三维激光雷达的价格昂贵，且体积较为庞大。而视觉 SLAM 方案则主要依靠图像传感器，眼睛是人类获取外界

信息的主要来源，视觉 SLAM 也具有类似特点，它可以从环境中获取海量的、富于冗余的纹理信息，拥有超强的

场景辨识能力。其成本较低，但易受光照影响，同时计算量较大导致其更新频率低。 

出于成本考量，本系统使用视觉 SLAM 方案，同时融合 IMU 信息，组成视觉惯导系统(VINS)，从而极大地

提高地图构建的实时性。本系统所用的图像传感器选型为 RGBD 图像传感器。视觉 SLAM 的流程图如图 1-2 所

示： 

 

图 1-2 视觉 SLAM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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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1) 传感器信息读取：在视觉 SLAM 中主要指相机图像信息的读取和预处理，在机器人系统中，还包括电机

编码器、惯性测量单元的数据读取和预处理。 

(2) 视觉里程计：视觉里程计的任务是估算相邻图像间相机的运动，以及局部地图的样子，又称为视觉 SLAM

的前端处理。 

(3) 后端优化：后端接受不同时刻视觉里程计测量的相机位姿，以及回环检测的信息，对它们进行优化，得

到全局一致的轨迹和地图，又称为视觉 SLAM 的后端处理。 

(4) 回环检测：用于判断机器人是否到达过先前的位置。如果检测到回环，它会把信息提供给后端进行处理。 

(5) 建图：根据估计的机器人位姿，建立与任务要求对应的地图，本系统中指三维地图。 

本系统所选择的视觉 SLAM 方案为基于 RGBD 图像传感器的 RTAB-MAP。RTAB-MAP(Real-Time 

Appearance-Based Mapping)是一种基于特征的回环检测方法，具有内存管理功能，可以处理大规模和长期的在线

操作，用于基于外观的实时建图。如图 1-3 所示是 RTAB-MAP 的 ROS 节点框图[4]： 

 

图 1-3 RTAB-MAP 的 ROS 节点框图 

左侧为输入的传感器数据，经过同步(Synchronization)处理后送入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 STM)，在

STM 中观察连续图像在时间上的相似度，并依此更新定位点的权重，接下来是回环检测，RTAB-MAP 使用离散

贝叶斯滤波器来估计形成闭环的概率，将新的定位点与存储在运行内存(Working Memory, WM)中的定位点进行

比较。当发现新旧定位点之间有高概率形成闭环时，一个闭环就检测到了，新旧定位点就被链接在一起。有两个

关键步骤，一个是“取回”:对于具有形成闭环概率最高的那个定位点，将它的那些没有在 WM 中的领接定位点，

重新从 LTM 中取出放回到 WM 中。第二个步骤叫做“转移”:当闭环检测的处理时间超过阀值,具有最低权重的定

位点中，存储时间最长的将被转移到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 LTM)中，被转移的定位点的数量取决于当前

依赖循环中的 WM 存储的定位点的数量。 

在 RTAB-MAP 中，视觉里程计是一个关键过程，其 ROS 节点框图如图 1-4 所示，TF 定义相机相对于机器

人基座的位置，并作为输出来发布机器人基座的里程计变换，对于本系统中使用的 RGBD 图像传感器，不需要

再计算深度信息，相较于双目图像传感器，能够减少计算量。最后有两种计算里程计的方法，帧到帧(Frame-To-

Frame, F2F)方法和帧到地图(Frame-To-Map)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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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RTAB-MAP 的视觉里程计 ROS 节点框图 

RTAB-MAP 中的视觉里程计已经能够很好地估计机器人的位姿，但是由于图像处理计算量较大，导致里程

计更新频率低，同时容易受环境光照条件的影响，所以本系统在 RTAB-MAP 的视觉里程计中融入了 IMU 数据，

对视觉里程计数据和 IMU 数据进行拓展卡尔曼滤波，能够弥补纯视觉 SLAM 方案更新速度慢以及图像传感器

无法在黑暗环境下工作的缺点，大大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鲁棒性。  

1.4.2 机器人实时定位与避障 

可靠的定位性能是自主移动系统的关键要素，针对平面环境的自主定位方法有：基于里程计的定位方法，基

于惯导系统的定位方法，基于二维激光雷达的定位方法，基于视觉的定位方法，但是最常用的方法是多源融合的

组合定位方法，图 1-5 中左图是单独利用里程计定位、激光雷达定位所得到的地图，由于没有进行里程计误差补

偿，几次创建的地图差异很大，与实际环境也不符；右图则是多种传感器组合定位方法得到的地图，这样机器人

的位姿误差就不会随着机器人的运动距离的增大而无限制增长，因此可以解决了未知环境中的机器人定位问题。 

 

图 1-5 不同传感器源建图效果 

本系统所使用的定位方案为基于二维激光雷达和里程计的 GMapping 算法。GMapping 是 ROS 中一种开源的

实时SLAM解决方案，主要使用激光和里程计数据进行SLAM，采用自适应重采样技术 来减少粒子退化的影响，

同时在粒子分布时引入当前观测值，使得粒子估计的不确定性降低。其方法中主要包括扫面匹配和 Grid Fast 

SLAM 算法，构建的地图格式为栅格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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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Grid FastSLAM 算法结构如下[5]：  

Grid FastSLAM 算法结构 

输入：𝑠𝑡 − 1，前一时刻的粒子集信息 

𝑧𝑡，最新的观测数据 

𝑢𝑡，最新的里程计数据 

求解：𝑠𝑡，当前时刻的粒子集信息 

初始化：𝑥𝑣𝑡=初始化𝑥𝑣𝑡 

for 所有st−1
i ∈ St−1执行： 

提取相关位姿信息xt−1
i ，权值信息wt−1

i ，对应地图信息mt−1
i  

//执行扫描匹配 

xvt
′i = xvt−1

i + ut 根据控制信息估计移动机器人的位姿信息 

xv̂ti = argmaxxvp(x|mt−1
i , zt, xvt

′i)，通过估计出的位姿，结合当前观测信息与前一时刻的地图进行扫描匹

配，求出匹配程度最高的位姿信息 

if xvt
î = failure then 如果扫描匹配估计失败，则执行 

xvt
i~p(xv|xvt−1

i , ut)，根据控制信息分布粒子集 

wt
i = wt−1

i p ⋅ zt(m|t − 1}i, xvt
i，然后相应更新粒子权值 

else 否则 

//在xvt
î附近采样 

for k = 1, ⋯ , K，执行 

，在 xv 的估计值附近进行采样，估计位姿 

end for，循环终止 

//计算高斯分布 

μt
i = (0,0,0)T，初始化位姿均值 

ηi = 0，初始化权值 

for all xj ∈ (xi, ⋯ , xK) do，对所有粒子执行如下操作 

μt
i = μt

i + xj ⋅ p(zt|mt−1
i , xj) ⋅ p(xt|xt−1

i , ut)，计算位移 

ηt
i = ηt

i + xj ⋅ p(zt|mt−1
i , xj) ⋅ p(xt|xt−1

i , ut)，计算权值 

end for 

μt
i = μt

i /ηt
i 

∑  i
t = 0，初始化协方差 

for all xj ∈ (x1, ⋯ , xK)，执行 

∑  i
t = ∑  i

t + (xvj − μi)(xvj − μi)
T

⋅ p(zt|mt−1
i , xj) ⋅ p(xt|xt−1

i , ut)计算协方差 

end for 

∑  i
t = ∑ /ηt

ii
t ，求加权平均协方差 

//根据所得的均值和协方差采样新的位姿估计 

xvt
i~N(μt

i ∑  i
t )，根据正态分布采样新位姿 

//更新重要性权值 

wt
i = wt−1

i ⋅ ηt
i 

end if 

//更新地图 

mt
i − integrateScan(mt−1

i xvt
i, zt)，根据新获取的位姿信息，结合之前的地图和最新的观测值，更新地图 

//更新粒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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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 St ∪ (< xvt
i, wt

i, mt
i >)，更新粒子集的位姿信息，权值信息和地图信息 

end for 

Neff =
1

∑ (wi)
2N

i=1

，通过将权值归一化之后，求取有效粒子数 

if Neff < T then ，若有效粒子数低于阈值 

St = resampling(St)，执行重采样 

end if 

从算法流程可以看出，GMapping 使用了 FastSLAM 的方法，同时进行了改进，改进了协方差更新公式，使

得整个位姿更新的过程中只与机器人位姿信息相关。 

1.4.3 机器人自主导航 

实现自主导航的前提是已经取得场景的地图以及机器人自身位置，实现场景建图以及实时定位后，就可以进

行路径规划，主要分为如下两个方面[6]：一个是全局规划，即在地图上预先规划一条线路，一般通过先进的搜索

算法来实现这个过程，比如 A*、D*算法。另一个是局部规划，现实场景中有很多突发情况，比如有障碍物挡道，

机器人需调整原先的路径。此时并不需要重新计算一遍全局路径，稍微绕个弯即可。常用的局部规划方法主要有

动态窗口法(Dynamic Window Approach, DWA)，DWA 是一种基于速度的局部规划器，可计算达到目标所需的机

器人的最佳无碰撞速度。 

1.4.4 目标识别 

目标识别采用 YOLO 模型进行推理预测。YOLO 是一种端到端的目标检测模型。YOLO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

首先通过特征提取网络对输入特征提取特征，得到特定大小的特征图输出。输入图像分成 13×13 的 grid cell，

接着如果真实框中某个 object 的中心坐标落在某个 grid cell 中，那么就由该 grid cell 来预测该 object。每个

object 有固定数量的 bounding box，YOLO v3 中有三个 bounding box，使用逻辑回归确定用来预测的回归框。 

 
图 1-6 Yolo-v3 算法流程图 

 

图 1-6 中的 DBL 是 Yolo v3 的基本组件。Darknet 的卷积层后接 BatchNormalization（BN）和 LeakyReLU。

除最后一层卷积层外，在 yolo v3 中 BN 和 LeakyReLU 已经是卷积层不可分离的部分了，共同构成了最小组件。 

主干网络中使用了 5 个 resn 结构。n 代表数字，有 res1，res2, … ,res8 等等，表示这个 res_block 里含有 n 个

res_unit，这是 Yolo v3 的大组件。从 Yolo v2 的 darknet-19 上升到 Yolo v3 的 darknet-53，前者没有残差结构。Yolo 

v3 开始借鉴了 ResNet 的残差结构，使用这种结构可以让网络结构更深。对于 res_block 的解释，可以在图的右下

角直观看到，其基本组件也是 DBL。 

在预测支路上有张量拼接（concat）操作。其实现方法是将 darknet 中间层和中间层后某一层的上采样进行拼

接。值得注意的是，张量拼接和 Res_unit 结构的 add 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张量拼接会扩充张量的维度，而 add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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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相加不会导致张量维度的改变。 

从代码层面来整体分析，Yolo_body 一共有 252 层。23 个 Res_unit 对应 23 个 add 层。BN 层和 LeakyReLU

层数量都是 72 层，在网络结构中的表现为：每一层 BN 后面都会接一层 LeakyReLU。上采样和张量拼接操作各

2 个，5 个零填充对应 5 个 res_block。卷积层一共有 75 层，其中有 72 层后面都会接 BatchNormalization 和

LeakyReLU 构成的 DBL。三个不同尺度的输出对应三个卷积层，最后的卷积层的卷积核个数是 255，是针对 COCO

数据集的 80 类：3×(80+4+1)=255，3 表示一个 grid cell 包含 3 个 bounding box，4 表示框的 4 个坐标信息，1 表

示置信度。 

1、Darknet-53 特征提取网络（Backbone） 

Yolo v3 中使用了一个 53 层的卷积网络作为 backbone，这个网络由残差单元叠加而成。在分类准确度上与效

率的平衡上，Darknet-53 模型比 ResNet-101、 ResNet-152 和 Darknet-19 表现得更好。Yolo v3 并没有那么追求速

度，而是在保证实时性(fps>60)的基础上追求性能。 

Darknet-53 网络只是特征提取层，因此多尺度的特征融合和预测支路并没有在该网络结构中体现。 

2、边界框的预测（Bounding Box Prediction） 

在边界框的预测上，Yolo v3 采用直接预测相对位置的方法。预测出 b-box 中心点相对于网格单元左上角的

相对坐标。Yolo v3 使用逻辑回归预测每个边界框的分数。如果边界框与真实框的重叠度比之前的任何其他边界

框都要好，则该值应该为 1。如果边界框不是最好的，但确实与真实对象的重叠超过某个阈值(Yolo v3 中这里设

定的阈值是 0.5)，那么就忽略这次预测。Yolo v3 只为每个真实对象分配一个边界框，如果边界框与真实对象不

吻合，则不会产生坐标或类别预测损失，只会产生物体预测损失。 

3、类别预测 

在类别预测上，主要是将原来的单标签分类改进为多标签分类，因此网络结构上就将原来用于单标签多分类

的 softmax 层换成用于多标签多分类的 Logistic 分类器。 

4、多尺度预测 

Yolov3 采用多尺度的预测方式，在 Yolo v3 中采用类似 FPN(feature pyramid networks)的上采用和融合做法

（最后融合了 3 个 scale，其他两个尺度的大小分别是 26×26 和 52×52），在多个尺度的 feature map 上做检测，越

精细的网格就可以检测出越精细的物体。对于小目标的检测效果提升明显。 

在损失函数方面，除了边界框的两个参数 w, h 的损失函数依然采用总方误差之外，其他部分的损失函数用

的是二值交叉熵。最后加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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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方案 

2.1 硬件方案 

2.1.1 核心开发平台 

本系统的核心开发平台为 AI-BoxX Gen.1 硬件平台，如图 2-1 所示，其内置一颗 WHL-U 处理器以及一个

HDDL-R8 加速卡，该加速卡上集成了 8 颗 Intel Myriad 神经计算加速芯片，如图 2-2 所示，其最多支持 16 个视

频流的处理，并针对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构建的计算机视觉应用进行了优化，具有低功耗、低成本、小尺寸的优势，

可以为边缘应用提供强大的 AI 算力。 

 

图 2-1 AI-BoxX Gen.1 硬件平台 

 

图 2-2 HDDL 加速卡 

2.1.2 机器人控制平台 

本系统的机器人端控制平台采用 HERO 异构可扩展开放机器人计算平台，如图 2-3 所示，该平台通过模块

化的设计理念，优化了接口设计，支持两路高速 CAN 总线，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硬件上可支持酷睿

系列和至强移动系列的 CPU 模块，以及多 AI 加速模块的扩展。 

 

图 2-3 HERO-A1 平台 

2.1.3 运动平台 

本系统的运动平台如图 2-4 所示。在复杂环境中，系统的运动能力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为了保证小车在大多

数环境下的运动能力，本系统采用麦克纳姆轮小车作为运动平台，控制核心采用意法半导体的产品 STM32G474

系列单片机；惯导传感器采用高精度的六轴传感器 ICM20602，它集成了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传感器的

精度满足完整方案需求；动力系统采用 MD36NP71-24V 电机和 12A 大电流驱动模块，单个电机可以提供

35.5Kg/cm 的扭矩，为系统提供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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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运动平台 

2.1.4 二维激光雷达 

本系统的二维激光雷达选型为 RpLidar-A2，如图图 2-5 所示。该激光雷达能够实现 10Hz8000 点的 360°全方

位激光扫描，测量半径可达 18 米，可获取更多的环境轮廓信息，同时其厚度仅为 4 厘米，体积小巧，适合各类

服务机器人。 

  

图 2-5 RpLidar-A2 激光雷达 

2.1.5 深度图像传感器 

本系统的深度图像传感器选型为 Intel Realsense D435i，如图图 2-6 所示。该传感器能够以 30FPS 的帧率输

出 1920x1080 大小的 RGB 图像，拥有全局快门，最远的深度探测距离可达 12 米。同时该传感器上增加了一个惯

性测量单元(IMU)，可以实时同步 IMU 数据和深度图像数据，适合机器人系统的位置和环境感知。 

 

图 2-6 Intel Realsense D435i 深度图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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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方案 

2.2.1 软件运行环境 

在 AI-Box 端，采用 Ubuntu16.04 与 ROS Kinetic 系统，在机器人端采用 Ubuntu18.04 与 ROS Melodic 系统。 

Ubuntu 是一个开源基于 Debian GNU/Linux 操作系统 Ubuntu 是一套面向桌面、云和物联网设备（包括机器

人）的开源操作系统，支持 x86、amd64（即 x64）和 ppc 架构。 

Ubuntu 与 ROS 和 OpenCV 等软件的兼容性使机器人的相关算法的实现和测试变得轻而易举。另外，

Ubuntu 对不同传感器和组件的支持也特别灵活，这确实使它成为我们更好的选择。 

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 机器人操作系统）是一个适用于机器人的开源的元操作系统，提供一系列程

序库和工具以帮助软件开发者创建机器人应用软件。包含了操作系统应有的服务，包括硬件抽象，底层设备控制，

常用函数的实现，进程间消息传递，以及包管理。它也提供用于获取、编译、编写和跨计算机运行代码所需的工

具和库函数。 

ROS 的主要目标是为机器人研究和开发提供代码复用的支持。ROS 是一个分布式的进程框架，这些进程被

封装在易于被分享和发布的程序包和功能包中。ROS 也支持一种类似于代码储存库的联合系统，这个系统也可

以实现工程的协作及发布。这个设计可以使一个工程的开发和实现从文件系统到用户接口完全独立决策而不受

ROS 限制。同时，所有的工程都可以被 ROS 的基础工具整合在一起。ROS 提供一些标准操作系统服务，例如硬

件抽象，底层设备控制，常用功能实现，进程间消息以及数据包管理。ROS 是基于一种图状架构，从而不同节点

的进程能接受、发布、聚合各种信息（例如传感、控制、状态、规划等等）。 

2.2.2 三维地图构建 

采用基于 RGBD 图像传感器的 RTAB-MAP 视觉 SLAM 方案，将其中的视觉里程计数据与 IMU 数据进行扩

展卡尔曼滤波，实现一个视觉惯导系统，得到精确的机器人位姿信息，机器人位姿估计流程图如图 2-7 所示： 

 
图 2-7 机器人位姿估计流程图 

得到机器人位姿后，再将深度图像信息进行拼接，从而得到空间的三维点云地图。为了减少内存占用，再将

点云地图转换为八叉树地图(OctoMap)。 

2.2.3 机器人实时定位 

得到场景的三维地图后，还不能直接用于机器人导航，还需要转换为二维栅格地图。其流程图如图 2-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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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机器人实时定位流程图 

2.2.4 目标检测 

目标检测采用的是 Yolov3 方案，Yolov3 在速度和精度比较均衡，通过多种先进网络的借鉴和融合，提高了

检测速度，并且提升了对小目标识别的能力。 

YOLO 检测算法进行目标检测，取得了较高的检测速度和检测准确率。该算法不仅对于实物有着很好的效

果，对于其他目标，如艺术作品等同样具有很好的兼容性。YOLO 算法相比其他算法更符合工业界对目标检测算

法实时性的要求，简单易实现，对于嵌入式很友好。 

为了提高目标检测帧率，本系统应用了异步流水线形式，如图 2-9 所示，能够实现高帧率的 Yolo-v3 目标检

测。 

 

图 2-9 Yolo-v3 异步推理流水线示意图 

2.2.5 语义标注 

首先要获取目标物在图片坐标系中位置，这部分通过 Tiny Yolo-v3 来实现。再将目标物在图片坐标系中的位

置与深度图像进行匹配，得到目标物的深度坐标，然后利用深度相机的内参得到目标物在相机坐标系下的位置，

最后利用相机坐标系和地图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相机坐标系下的位置转换到地图坐标系，流程图如图 2-10 所

示： 

 

图 2-10 目标物坐标转换流程图 

2.2.6 语音交互 

流程图如图 2-11，主要有三个步骤：语音唤醒、语音识别、语义理解。 

 
图 2-11 语音交互流程图 

在完成语音唤醒后，本系统将会开始记录语音数据，将录制到的语音存入一个时长为 5 秒的队列，每隔 0.5

秒进行一次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直到提取到用户指令。 

  



                                                                            基于语义地图的寻物机器人 

第 12 页 共 21 页 

 

第3章 硬件设计 

3.1 无线通信 

AI-Box 与机器人间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为了保证传输的稳定性和实时性，本系统在机器人端使用 Intel 

AX200 无线网卡，如图 3-2 所示，该网卡支持 WiFi-6(802.11.ax)协议，同时将 AI-Box 直连一个 WiFi-6 路由器，

如图 3-1 所示可以实现接近千兆带宽的传输速率。 

 

图 3-1 WiFi-6 路由器 

 

图 3-2 Intel AX200 无线网卡 

3.2 机器人里程计数据获取 

本系统的机器人端运动底盘上包含四个高精度电机编码器，最小刻度为 1/1800 转，可以精确获取电机转速，

通过麦克纳姆轮小车运动学模型，可以解算出机器人的线速度，同时还包含一个六轴姿态传感器——ICM20602，

如图 3-3 所示，使用互补融合滤波算法可以解算出机器人的准确姿态。 

 

图 3-3 ICM20602 实物图 

  



                                                                            基于语义地图的寻物机器人 

第 13 页 共 21 页 

 

第4章 软件设计 

4.1 语义地图的构建 

语义地图构建是整个系统的重点，流程图如图 4-1 所示： 

 

图 4-1 语义地图构建流程图 

将基于视觉惯导系统的三维建图方法与目标检测算法结合，生成语义地图，同时在此基础上生成场景的知识

图谱。 

4.2 基于 Yolo-v3 的目标识别算法 

传统的目标检测算法的整体流程分为“区域提取”和“目标分类”两部分，这样做的一个特点是虽然确保了精度，

但速度非常慢，而以 YOLO（You only look once）为主要代表的这种一步到位(one-stage)即端到端的目标检测算

法极大程度上解决了速度慢的问题。在提升速度之后，Yolo 系列发展到了第三个版本 yolov3，在经过两次迭代

中，其速度和精度都有很大的提升[7]。 

YOLO v3 的核心思想在于将目标检测作为回归问题解决 ，YOLO v3 首先会把原始图片放缩到 416×416 的

尺寸，放缩到这个尺寸是为了后面整除来的方便。然后将图片在逻辑上划分成 S×S 个区域。 

如果一个对象的中心落在某个单元格上，那么这个单元格负责预测这个物体。每个单元格需要预测 B 个边

界框（bbox）值(bbox 值包括坐标和宽高)，同时为每个 bbox 值预测一个置信度(confidence scores)。 

此后以每个单元格为单位进行预测分析。 

这个置信度并不只是该边界框是待检测目标的概率，而是该边界框是待检测目标的概率乘上该边界框和真

实位置的 IoU（框之间的交集除以并集）的积。通过乘上这个交并比，反映出该边界框预测位置的精度。 

每个边界框对应于 5 个输出，分别是 x、y、w、h 和置信度 pred。其中 x、y 代表边界框的中心离开其所在

网格单元格边界的偏移。w、h 代表边界框真实宽高相对于整幅图像的比例。x、y、w、h 这几个参数都已经被限

制到了区间[0,1]上。除此以外，每个单元格还产生 C（训练的类别数）个条件概率。Yolov3 会产生三个尺度的预

测框，分别对不同大小的物体进行检测，由于采用多尺度的融合预测方法，Yolov3 的边界框数量十分庞大，对不

同尺度的物体检测包括小目标物体的检测效果也都不错[8]。 

(1) 网络结构：Darknet-53（图 4-2） 

1) Yolov3 使用 Darknet-53 作为整个网络的分类骨干部分加深了网络层数，引入了 Resnet 中的跨层加和操

作。 

2) Yolov3 只有卷积层，通过调节卷积步长控制输出特征图的尺寸。所以对于输入图片尺寸没有特别限制。

同时借鉴了金字塔特征图思想，小尺寸特征图用于检测大尺寸物体，而大尺寸特征图检测小尺寸物体。 

3) 上采样层(upsample)的作用是将小尺寸特征图通过插值等方法，生成大尺寸图像。例如使用最近邻插值

算法，将 8*8 的图像变换为 16*16。上采样层不改变特征图的通道数。 

4) 大量残差块的使用，减小了梯度爆炸的风险，也加强了网络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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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Darknet-53 

 (2) 利用多尺度特征进行对象检测(图 4-3) 

 
图 4-3 Yolov3 三个输出尺度 

随着输出的特征图的数量和尺度的变化，先验框的尺寸也需要相应的调整，会得到三个不同输出尺度（4-4

图）。YOLO2 已经开始采用 K-means 聚类得到先验框的尺寸，YOLO3 延续了这种方法，为每种下采样尺度设定

3 种先验框，总共聚类出 9 种尺寸的先验框。在 COCO 数据集这 9 个先验框（图 4-4）是：(10x13)，(16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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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x23)，(30x61)，(62x45)，(59x119)，(116x90)，(156x198)，(373x326)。 

 
图 4-4 先验框 

分配上，在最小的 13*13 特征图上（有最大的感受野）应用较大的先验框(116x90)，(156x198)，(373x326)，

适合检测较大的对象。中等的 26*26 特征图上（中等感受野）应用中等的先验框(30x61)，(62x45)，(59x119)，适

合检测中等大小的对象。较大的 52*52 特征图上（较小的感受野）应用较小的先验框(10x13)，(16x30)，(33x23)，

适合检测较小的对象。 

(3) loss 

预测对象类别时不使用 softmax，改成使用 logistic 的输出进行预测。这样能够支持多标签对象（比如一个人

有 Woman 和 Person 两个标签）。 

(4) 多输出预测(图 4-5) 

YOLO3 的尝试预测边框数量增加了 10 多倍，而且是在不同分辨率上进行，所以 mAP 以及对小物体的检测

效果有一定的提升。 

 
图 4-5 多输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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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系统测试 

5.1 机器人定位测试 

本测试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视觉惯导系统的建图精度测试。一个地图的精度，可以通过使用它定位的结果

来测量。测试环境为 5m x 5m 的平整室内场地，在测试前，先命令机器人在场地中遍历一圈，获得测试场地的地

图，再使用不同指令命令其移动到不同坐标，测量实际坐标与指令的偏差，结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建图精度测试结果 

目标位置(x, y) 实际位置 偏差 

1.0,1.0 1.0,1.0 0,0 

2.0,2.0 2.0,2.0 0,0 

3.0,3.0 3.0,3.0 0,0 

4.0,4.0 4.0,4.0 0,0 

5.0,5.0 5.0,4.9 0,0.1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移动距离的增加，机器人的定位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偏差，这是由于建图时回环检

测成功，消除了积累的传感器误差。可见基于视觉惯导系统的三维建图效果良好。 

接下来测试机器人的二维激光 SLAM 定位精度，测试方案同上，结果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激光定位精度测试结果 

目标位置(x, y) 实际位置 偏差 

1.0,1.0 1.0,1.0 0,0 

2.0,2.0 2.0,2.1 0,0.1 

3.0,3.0 3.0,3.1 0,0.1 

4.0,4.0 4.1,4.0 0.1,0 

5.0,5.0 5.0,5.1 0,0.1 

从表中可以看出，二维激光 SLAM 的定位误差随移动距离的变化较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5.2 Yolov3-Tiny 语义标注测试 

在不同位置摆放多种不同饮料，命令机器人自主巡航一圈，测试目标识别结果，以及在地图上的标注结果是

否正确，测试结果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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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语义标注测试结果 

位置(x, y, z) 物品名称 能否标注 偏差 

1.0,1.0,0.6 可乐 是 <5cm 

3.0,1.0,0.6 可乐 是 <5cm 

1.0,3.0,0.6 可乐 是 <5cm 

1.0,1.0,0.3 果粒橙 是 <5cm 

3.0,3.0,0.3 果粒橙 是 <10cm 

4.0,4.0,0.6 果粒橙 是 <10cm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表中已训练好的两种物品，本系统能够在各种方位对其进行识别，并在地图上进行标

注。 

5.3 Yolo-v3 异步目标检测方案测试 

首先测试 Yolo-v3 目标检测算法的正确率，将样本集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测试不同迭代次数的验证集正

确率，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Yolo-v3 识别正确率测试结果 

迭代次数 正确率 

50000 97% 

55000 97% 

60000 98% 

65000 99% 

70000 99% 

75000 98% 

80000 96% 

在经过 65000 次迭代后，验证集的正确率达到峰值，随后随着迭代次数的上升，正确率开始下降，可能的原

因是训练时间过程，导致过拟合。 

接下来测试 HDDL 加速卡对 Yolo-v3 的异步推理加速效果。打开摄像头，进行实时的目标检测，测试在使用

不同数量 Myriad 核心的情况下 Yolo-v3 的推理速率，测试结果如表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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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Yolo-v3 异步推理加速测试结果 

Myriad 核心数 帧率/FPS CPU 占用率 

0(使用 CPU 推理) 3.3 400% 

1 3.5 90% 

2 7 140% 

3 11.5 200% 

4 15 280% 

5 16 350% 

可见随着 Myriad 核心数的增加，Yolo-v3 的整体推理帧率上升，但是随着 Myriad 核心使用数的增加，CPU

占用率也随之升高。所以综合考量 CPU 占用率和推理速率，在 Myriad 核心数为 4 个时，可认为其达到最佳的推

理性能。 

5.4 语音交互测试 

使用不同的语音指令对其进行测试，测试机器人是否能正确地识别语音并提取关键词，测试结果如表 5-6 所

示： 

表 5-6 语音交互测试结果 

指令内容 次数 成功率 

帮我找一下可乐 50 100% 

果粒橙在哪 50 98% 

找一下椅子上的可乐 50 98% 

可见，本系统的语音交互功能能满足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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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开发总结 

6.1 系统特色 

本系统的技术关键在于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平台上实现实时的目标识别和视觉 SLAM 算法。众所周知，目

标识别和视觉 SLAM 算法的计算量是相当巨大的，这使其在嵌入式平台上的部署显得相当困难，但是依托英特

尔硬件平台和软件工具的优势，上述技术关键具备了可行性，同时它还具有以下特色： 

(1) 更智能的人机交互体验：采用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相结合的语音处理技术来获取用户的控制指令，

实现“命令自然化”。 

(2) 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采用语义地图和知识图谱的方式将提高了机器人寻找物体的成功率。 

(3) 更有力的隐私和数据保障：采用边缘计算的方式，实现数据在本地的实时处理，避免网络传输可能产生

的数据隐患。 

6.2 系统不足 

(1) 视觉建图受环境光影响较大。在室外环境等强光照环境中，RGBD 图像传感器的激光发射器会受到干扰，

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影响最终的建图效果。 

(2) Yolo-v3 异步模式产生延时。使用多个 Myriad 核心对 Yolo-v3 进行异步推理加速，其本质上是流水线操

作，单次推理耗时是固定的，实际测试单次推理耗时约 300ms，所以输出结果相较输入图像，会有 300ms

左右的延时。 

6.3 系统展望 

本系统实现了自主寻物的功能，结合其他设备，可以实现更多应用，如实现无人仓库的自动管理、建筑内部

的自动测量、实验室智能助手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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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源代码以及电路图已上传至：https://github.com/ghowoght/xrob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