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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tel AI-BoxX 平台的火星智能探测车 

 

摘要 

 

本团队基于 Intel AI-BoxX 平台模拟实现了火星智能探测车的研制。系统以 ROS 为开发

基础，通过 RGB-D 摄像头进行环境图像、深度数据采集，基于 YOLOv3+ORB_SLAM2 算法实现三

维场景语义建图与定位，构建探测环境的目标知识图谱，并通过 Move_base 实现自动路径规划

与语义导航任务。此外，系统实现了温度、压强、海拔等环境参数监测以及水资源探测能力，

能够在建图过程中记录环境信息。该系统能应用于外星等恶劣环境下的自主探索、语义建图、

语义导航、目标探寻、信息采集等工作。 

 

关键词：深度学习，边缘计算，目标检测，语义 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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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 INTELLIGENT EXPLORATION VEHICLE BASED 

ON INTEL AI-BOXX PLATFORM  

 

ABSTRACT 

 

Based on Intel AI-BoxX platform, our team simulated and rea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s 

intelligent exploration vehicle. Based on ROS, the system collects environment image and depth data 

through RGB-D camera, and realizes the semantic mapping and positioning of intelligent detection 

vehicle in three-dimensional scene based on YOLOv3 and ORB_ SLAM2 algorithm, constructs the 

object knowledge map of detection environment, and implements automatic path planning and 

semantic navigation tasks through Move_base. In addition,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monitoring of 

temperature, pressure, altitud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s well as water resources 

detection, and can recor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pping. The system can 

be used in autonomous exploration, semantic mapping, semantic navigation, object explor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other work under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extraterrestrial.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edge computing, object detection, semantic 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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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概述 

1.1 设计背景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类曾进行了四十多次火星探测任务，2020 年火星

探测再次成为热门。火星探测车的研制一直是国际深空探测的重要工作，它能够

代替人类在复杂、危险的陌生外星环境中进行自主的环境探测任务，主要包括气

候数据采集与地外生命探寻。对外星的无人探测机器人，其本质是一种面向危险与未知

环境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其需要对位置复杂环境进行自主探索认知，而这也是当前移动机器

人拟人化智慧化功能技术研究热门课题，其综合了自主定位、自主导航、路径规划、目标检

测、目标跟踪等多个复杂任务。 

针对火星探测任务，本团队基于 Intel AI-BoxX 平台模拟实现了火星智能探测车，可以

在陌生危险的外星空间中进行自主探索以及环境感知。系统采用 RGB-D 深度摄像头来获取

周围环境图像以及深度信息，基于 ORB_SLAM2 算法实现三维空间的定位与建图，并同时

使用 YOLOv3 目标检测算法获取周围环境的物体信息，并映射到三维空间中生成三维语义

地图。根据语义地图构建目标知识图谱，通过 Move_base 实现自动路径规划，可以定点导

航到从周围环境中探测到的物体位置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通过多传感器组实时探测环

境状态，并进行水资源的探测。此外，本团队采用边缘计算的部署机制以提高人工智能算法

的实时性，构建了 HERO+AI-BoxX 的分布式边缘计算平台，通过 OpenVINO+CPU+VPU 的

神经网络异构加速框架实现了目标检测 YOLOv3 算法的嵌入式快速部署。该系统能应用于

外星等恶劣环境下的自主探索、语义建图、语义导航、目标探寻、信息采集等工作。 

1.2 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以 Kinect v1 等多种传感器组成的环境数据采集平台、

基于 AI-BoxX 的机器人语义感知平台、基于 HERO 的机器人空间感知平台以及基于

STM32F405 的机器人运动控制平台。系统框架如图 1-1 所示。其中，基于 AI-BoxX 的机器

人语义感知平台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完成基于深度学习的环境语义理解任务以及

深度学习算法的嵌入式优化与部署，并通过分布式通讯机制与基于 HERO 的机器人空间感

知平台联合完成三维场景的语义建图与定位，下放指令执行路径规划与语义导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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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系统框架图 

1.3 系统功能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物体检测 

本系统通过 RGB-D 摄像头获取 RGB 图像信息进行周围环境的目标检测，考虑到算法

的精确度和实时性的取舍，我们采用 YOLOv3 算法，并通过 OpenVINO+CPU+VPU 的神经

网络异构加速框架进行算法的优化与部署，从而实现从周围环境中提取到有价值的目标语

义信息。 

（2）自主语义建图与定位 

结合物体检测获取到的环境语义信息，机器人通过 ORB-SLAM2 算法进行实时三维空

间重建和系统定位后最终可以生成三维语义空间地图。本系统可以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中进行自主的环境探测，无需人工操作，实现自主导航和探索。通过空间重建和定位结果也

可以规划机器人的探索路径。 

（3）路径规划与导航 

本系统完成空间环境探索，生成三维语义地图后，可以通过远程界面控制机器人进行路

径规划与语义导航任务。基于 move_base 导航包，可以实现机器人到特定地点或者语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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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特定目标的路径规划，以及机器人沿规划路径的自主运动。 

（4）环境实时探测 

本系统对周围环境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包括环境温度、大气压强、海拔和水检测。其中

水检测数据可以反映机器人有没有探测到水，当检测到水的时候记录当前位置。 

1.4 设计重点和原理 

本系统可分为如下六大部分，即目标检测，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路径规划，运动控制，

环境实时探测以及交互控制终端。对于每个子系统，根据实际制作过程，归纳出以下设计重

点： 

（1）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 

由于深度学习在目标检测领域的出色性能，本系统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来进行目

标检测。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目标检测算法可以分为两类：二阶目标检测网络，一

阶目标检测网络。在二阶目标检测网络的研究中，Fast R-CNN[1]与 Faster R-CNN[2]利用 CNN

实现了较高精度的目标检测，并且为目标检测任务提供了技术基础，但由于上述算法未能实

现端到端的目标检测，检测速度慢，不能实现实时的目标检测。随后无需生成候选区域，直

接从输入图像中提取特征并进行目标分类和边框回归的一阶目标检测方法被提出，代表网

络包括 YOLO[3]和 SSD[4]，检测速度大幅提升。 

为了进一步优化了 YOLO 算法，Joseph Redmon 等人[5]引入多尺度预测思想，提出

YOLOv3算法，该方法的检测精度及检测速度相较于其它一阶目标检测网络有明显的提升。

考虑到检测精确度与实时性的取舍，本文选取一阶目标检测网络 YOLOv3 作为物体检测的

基础架构。 

为了模拟火星上特定目标的检测任务，本系统在 VOC 数据集的基础上引入了玩偶类别

数据集，训练集总共 5921 张图片，测试集总共 5180 张图片。针对引入的玩偶类别，我们收

集了玩偶图片并对数据集进行了清洗并采用 LabelImg 对数据集进行标注，按照 4:4:2 将玩

偶数据归入VOC2007数据集的训练集、验证集以及测试集，重新生成训练集与测试集标签。 

关于模型训练，我们采用了 Darknet 框架对 YOLOv3 进行训练。Darknet 是一个较为轻

型的完全基于 C 与 CUDA 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其主要特点是容易安装，没有任何依赖项，

支持 CPU 与 GPU 两种计算方式。通过采用 Darknet 官方提供的 Imagenet 数据集预训练模

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模型进行了训练，最终得到训练好的 weights 权重文件。实验结果验

证通过网络训练，得到的模型可以精确识别出玩偶等物体。 

（2） 基于 OpenVINO 与 AI-BoxX 的目标检测算法部署 

OpenVINO 是由英特尔推出的基于英特尔硬件平台的专注于加速的工具包，可帮助在

边缘侧快速实现高性能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算法的开发。OpenVINO 包含一个深度学习

的部署工具套件，可以将已经训练好的网络模型部署到 AI-BoxX 上进行推理操作，使这些

训练的结果更好的、更快的完成推理操作，实现深度学习算法的嵌入式部署。 

OpenVINO 的模型优化器支持对目前比较流行的深度学习的框架进行部署，比如 Caffe、

TensorFlow、MxNet 等。针对本系统训练好的 YOLOv3 的 Tensorflow 模型，优化器通过配

置以后把网络导入到 AI-BoxX 上，而且导入的过程中，优化器会根据 AI-BoxX 的特性做一

定的优化，把这些优化的结果转换成中间表述文件——IR 文件。这个文件里会包含优化以

后的网络拓扑结构，以及优化之后的模型参数和模型变量。这个 IR 文件随后会被推理引擎

进行读取，推理引擎会根据 AI-BoxX 配置的 CPU、VPU 插件实现对输入数据的处理。总体

而言，OpenVINO 可以帮助 AI-BoxX 提升深度学习的算法在做推理的时候的性能，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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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执行的过程中是支持异构处理和异步执行的，进一步减少由于系统资源等待所占用的时

间。 

（3） 结合神经网络与 VSLAM 的三维语义建图、定位及导航算法 

SLAM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6]的问题可以描述为机器人在未知环境

中从一个未知位置开始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根据位置估计和地图进行自身定位，同时在自身

定位的基础上建造增量式地图，实现机器人的自主定位和导航。视觉SLAM（简称 VSLAM）

是 SLAM 应用层的一种，它是一种基于视觉的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 

VSLAM 的基本框架主要分为五个模块：传感器数据读取、前端、后端、建图和回环检

测。大致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2 VSLAM 流程图 

传感器可以选用单目摄像头，双目摄像头以及 RGB-D 摄像头。单目摄像头拍摄的图像

是二维的，无法得到深度信息，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单张图像计算场景中的物体与我们之间的

距离。双目摄像头可以通过所获得的两幅图像融合，直接计算出物体深度值，克服单目摄像

头无法知道距离的缺点，但是双目摄像头的配置与标定较复杂，并且视差的计算非常消耗计

算机资源。因此，本系统采用了 RGB-D 摄像头直接获取周围环境的 RGB 图像和每个像素

的深度信息。 

VSLAM 通过视觉里程计来计算机器人位移，并通过后端优化和回环检测来解决视觉里

程计带来的轨迹漂移问题。最后，SLAM 会根据不同的传感器类型和应用需求建立不同的

地图，针对本系统，我们生成了 3D 点云地图以及 2D 栅格地图。然而，3D 点云地图仅仅包

含周围的环境信息，不包含任何语义信息。本系统结合了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网络来完

成物体检测，将 2D 的目标检测结果映射到点云地图上，获得含有语义信息的三维地图。此

外，本系统通过生成的 2D 栅格地图并调用 Move_base 导航包来实现机器人的定位以及导

航。总体而言，本系统结合了神经网络与 ORB_SLAM2[7]来完成三维语义建图、定位以及导

航。 

（4） 基于 AI-Box 与 HERO 的分布式 ROS 平台构建 

在 ROS 中，最小的进程单元就是节点（node），从程序角度来说，node 就是一个可执

行文件被执行。从功能角度上，节点通常负责机器人的某一个单独功能。但是由于往往整个

机器人系统十分复杂，我们往往不会把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个节点上，尽可能降低程序发

生崩溃的可能性。在我们的系统中不同的硬件的平台也更加擅长各自不同的任务，因此我们

采用基于 AI-Box 与 HERO 的分布式 ROS 平台。让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以及环境语义感知

的功能节点群在 AI-Box 平台上运行，让实现环境空间感知的功能节点群在 HERO 平台上运

行。 

实际上实现语义感知的功能节点群不止一个节点，整个系统中也同行运行了众多节点。

为了对这些节点进行管理、调配，需要利用 ROS 系统提供给我们的节点管理器 master，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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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网络架构中相当于管理中心，管理着各个节点，节点首先在 master 处进行注册，之后

master 会将该节点纳入整个 ROS 程序中。node 之间的通信也是由 master 进行组织，才能实

现点对点通信。在 ROS 程序启动时，第一步首先启动 master，由节点管理器依次启动 node。 

另外一个实现 ROS 分布式框架的重要工具是 ROS 的通信方式。ROS 中的通信方式

中，topic 是常用的一种。对于实时性、周期性的消息，使用 topic 来传输是最佳的选择。

topic 是一种点对点的单向通信方式，这里的“点”指的是节点，也就是说节点之间可以通过

topic 方式来传递信息。topic 要经历下面几步的初始化过程：首先，publisher 节点和

subscriber 节点都要到节点管理器进行注册，然后 publisher 会发布 topic，subscriber 在

master 的指挥下会订阅该 topic，从而建立起 sub-pub 之间的通信。另外一种常用的通讯方

式是服务 services。服务允许节点发送请求 request,并获得一个响应 response。service 相当

于两个节点的直接通信，可以实现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功能，它与 topic 区别就在于消息是直

接传递还是间接传递。 

 

图 1-3 ROS topic 通讯方式 

从上介绍 ROS 是一种分布式软件框架，节点之间通过松耦合的方式进行组合。ROS

可以实现分布式的主从控制监控，client 有自己的 ros master，server 连接各 client，通过

publish/subscribe 和 service 方式进行交互通信。为了实现多平台下的分布式 ROS 系统，本

系统把核心平台 AI-BoxX 设置为 master，作为分布式 ROS 系统中的主机。其中 HERO 平

台作为从机与主机 AI-BoxX 之间通过话题和服务两个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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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方案 

 

本系统的核心功能为物体检测，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路径规划与导航以及环境实时监

控。为了完成以上功能，我们采用以下方案，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来实现。 

2.1 硬件方案 

2.1.1 机器人语义感知平台 

本系统搭载 AI-BoxX Gen.1 (WHL-U+HDDL-R8)的硬件平台作为机器人语义感知平台，

如图 2-1 所示。该平台采用了 Intel®Core™ i3-8145UE 处理器，内置视觉处理器 VPU（vision 

processing unit)加速卡 HDDL-R8。AI-BoxX 平台包含丰富的外设，包括 USB3.0、HDMI、

LAN 接口，可以通过这些接口，实现与其他模块的通信。 

 

图 2-1 AI-BoxX 

2.1.2 机器人空间感知平台 

本系统采用 HERO（Heterogeneous Extensible Robot Open Platform）硬件平台作为机器

人空间感知平台，如图 2-2 所示。HERO 上搭载 Intel®Core-i5, Xeon Mobile E 处理器，处理

器集成核显 Intel(R) Graphics 620。该平台还搭载了 Myriad X 视觉处理器，可以对在基于视

觉的设备上加速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此外，HERO 提供非常丰富的硬件接口，包括 USB3.0、

USB2.0、HDMI、网口等。HERO 作为本系统的中间层，可以很好地处理信息并统筹其他平

台信息。 

 
图 2-2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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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机器人运动控制平台 

本系统采用 STM32F405 作为机器人运动控制平台。该款 MUC 提供了工作频率为 168 

MHz 的 Cortex™-M4 内核的性能。Cortex-M4 内核具有一个浮点单元（FPU）单精度，支

持所有 ARM 单精度数据处理指令和数据类型。它还实现了一套完整的 DSP 指令和一个内

存保护单元（MPU），提高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STM32F405 系列集成了高速嵌入式存

储器（闪存高达 1 兆字节，SRAM 高达 192 千字节）、高达 4 千字节的备份 SRAM 以及广

泛的增强 I/O 和外围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两条 APB 总线、三条 AHB 总线和一个 32 位多

AHB 总线矩阵。所有设备都提供三个 12 位 ADC、两个 DAC、一个低功耗 RTC、十二个

通用 16 位定时器。  

2.1.4 多传感器组数据采集平台 

本系统主要使用 BMP180 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来监听环境参数，Arduino 接收环境数据

并进行统筹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数据发布给其他硬件平台。 

Arduino 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

感知环境，然后再通过控制灯光、马达和其他的装置来反馈、影响环境。此外，板子上的微

控制器可以通过 Arduino 的编程语言来进行编写编译。Arduino 具有各种通信串口，如 I2C、

UART、SPI、模数转换等。 

BMP180 是一款高精度、小体积、超低能耗的压力传感器，可以输出环境温度和大气压

强并以此计算出海拔高度。BMP180 性能卓越，绝对精度最低可以达到 0.03hPa，并且耗电

极低，只有 3μA。BMP180 采用强大的 8-pin 陶瓷无引线芯片承载（LCC）超薄封装，可以

通过 I2C 总线直接与各种微处理器相连。 

液位传感器模块主要是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原理来计算水位高度。当水位高度使三

极管的基极与电源正极导通的时候，在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就会产生一定大小的电

流，此时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就会产生一个一定放大倍数的电流，该电流经过

发射极的电阻产生电压供 AD 转换器采集。水位高度与输出电压值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关

系，通过输出的电压值可以计算出水位高度真实值。 

2.1.5 Mecanum 轮万向底座 

Mecanum 轮万向底座是由三个全向轮组成的底盘，三个轮子的运动方向在运动矢量解

算中分别代表正三角形上的三边，三个轮子通过速度解算可以达到全向运动，如图 2-3 所

示。其中全向轮轮周加上横向滑轮，使轮子可以进行横向移动，轮组不会有横向移动摩擦。 

 

图 2-3 Mecanum 万向轮底座 

2.1.6 Kinect RGB-D 传感器 

Kinect 是 Xbox 360 外接的 3D 体感摄影机，如图 2-4 所示。Kinect 一共有 3 个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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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中间一个是 RGB 摄像头，用来获取 640×480 的彩色图像，每秒钟最多获取 30 帧图像；

两边的是两个深度传感器，左侧的是红外线发射器，右侧的是红外线接收器，用来检测物体

的相对位置。 

 

 

 

图 2-4 Kinect RGB-D 摄像头 

2.2 软件方案 

2.2.1 操作系统：Ubuntu18.04、ROS Melodic 

本系统在机器人上搭载了 Ubuntu18.04 系统，并配置了 ROS Melodic 环境。 

Ubuntu 是基于 Linux 的开源桌面发行版，Ubuntu 可以在 Intel 系列 CPU 上非常稳定的

运行，而且由于 Ubuntu 可以在关闭桌面环境的情况下正常稳定运行，节省了大量计算资源，

也显著降低了机器人端的系统功耗。 

ROS 是一种适用于机器人的次级开源操作系统。ROS 的运行架构是一种使用 ROS 通信

模块实现模块间 P2P 松耦合的网络连接处理架构，它执行若干种类型的通讯，包括基于服

务的同步 RPC（远程过程调用）通讯、基于 Topic 的异步数据流通讯，还有参数服务器上的

数据存储。最重要的是 ROS 涵盖了机器人工程学最常用的一些控制算法，加快了系统的开

发速度。本系统在 Ubuntu18.04 的基础上配置了 ROS 的 Melodic 版本。  

2.2.2 基于 YOLOv3 的实时目标检测算法 

本系统中物体检测采用了 AI-BoxX Gen.1 为硬件平台。考虑到算法实时性与精度的取

舍，选取一阶目标检测模型 YOLOv3 为基本模型，并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利用 Darknet 框架

对网络进行训练。此外，本系统在 VOC2007 数据集上引入玩偶数据构成新的数据集，训练

数据集总共包含 5921 张精心挑选的图片，从而达到精确识别的目的。 

为了将模型部署到 AI-BoxX 上,训练得到的权重文件被转换为 Tensorflow 模型，并通过

OpenVINO 模型优化器对模型进行优化并部署。部署到 AI-BoxX 的模型可以采用 CPU+V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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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异构加速，有效提高 YOLOv3 的运行速度。 

2.2.3 基于 YOLOv3 及 ORB_SLAM2 的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算法 

本系统中三维建图采用了 Kinect RGB-D 摄像头作为输入。 RGB-D 摄像头可以获得周围

环境的图像信息以及深度数据，将其作为 ORB_SLAM2 的输入，映射到点云空间，对相邻帧进

行匹配，从而构建三维点云地图并对自身位姿进行定位。此时的三维点云仅仅记录周围的环

境结构，不包含任何语义信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系统结合一阶目标检测模型 YOLOv3

进行目标检测，将 2D 目标检测结果映射到点云空间，从而构建含有语义信息的三维地图。 

2.2.4 基于 AI-Box 与 HERO 的分布式 ROS 平台构建 

ROS 系统节点之间有三种通信方式：单向消息发送/接收方式的话题(topic);双向消息请

求/响应方式的服务（service）；双向消息目标/结果/反馈方式的动作（action）。我们分别在

HERO 平台和 AI-BoxX 平台布置的 ROS 系统通过两种通信方式进行通信，一种是话题，

HERO 和 AI-BoxX 分别向 TOPIC 发布消息和订阅消息，信息会持续地发布和订阅。另外一

种是服务，HERO 向 AI-BoxX 发送请求，AI-BoxX 回复响应。 

 

图 2-5 分布式 ROS 平台 

2.2.5 基于 ROS 的机器人路径规划与导航 

本系统主要调用 ROS 的 move_base 导航包进行路径规划与导航，它主要包括全局路径

规划，本地实时规划。本地实时规划计算机器人当前的状态，如速度，姿态等；计算每个采

样的速度，计算机器人以该速度行驶一段时间后的状态，得出一条行驶的路线，利用一些评

价标准为多条路线打分，根据打分，选择最优路径，不断重复上面过程，完成路径规划与导

航。 

2.2.6 基于 Arduino 的多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 

本系统采用 Arduino 进行统筹处理传感器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发布给其他硬件平

台。BMP180 传感器负责输出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强并以此计算出海拔高度，液位传感器则利

用液体深度与电压的线性关系来检测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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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设计 

 

3.1 硬件设计总体框图 

本系统的硬件设计总体框图如图 3-1 所示。系统主体由 AI-BoxX，HERO 以及运动控制

平台构成。AI-BoxX 负责处理 Kinect 摄像头以及多传感器传入的数据来完成目标检测以及

环境探测功能，目标检测结果以及深度数据通过 ROS 通讯送入 HERO 平台，HERO 平台负

责完成三维语义建图以及机器人定位与导航功能，导航功能由 HERO 与运动控制部分协调

完成。 

 

  

图 3-1 硬件设计总体框图 

3.2 基于 Arduino 的多传感器数据采集 

本系统使用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其中，BMP180 传感器负责监听环境大气压

强、温度、海拔，水位传感器负责探测环境中是否存在水。由于水位传感器输出的数据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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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量，为了正确做出判断，我们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模数转换，然后利用水位与电压的关系计

算真实水位值。 

 

图 3-2 基于 Arduino 的多传感器数据采集 

传感器与 Arduino 平台的连接关系如图 3-2 所示。由于 BMP180 使用 I2C 协议传输

数据，SDA 和 SCL 线分别接线到 Arduino 的 A4,A5 管脚上。水位传感器数据仅仅输出

一个模拟量，数据输出到 Arduino 的 A0 管脚。最后，Arduino 统筹处理传感器数据，然

后发布到其他硬件平台上。 

3.3 Kinect RGB-D 数据获取 

本系统使用 Kinect v1 摄像头来获取周围环境的图像信息以及深度数据。Kinect 利用中

间的 RGB 摄像头来获取彩色图像，利用两侧的红外线发射器以及红外线接收器来获取深度

数据。对于深度数据的获取，Kinect 通过近红外激光器，将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光线投射到

被拍摄物体上，再由专门的红外摄像头进行采集。这种具备一定结构的光线，会因被摄物体

的不同深度区域，而采集到不同的图像相位信息，然后通过运算单元将这种结构的变化换算

成深度信息，以此来获得三维结构。 

Kinect 摄像头与 AI-BoxX 平台相连，AI-BoxX 利用其提供的图像信息完成目标检测。

生成语义信息。Kinect 的 RGB 图像，深度图图像将通过 USB 接口发送到 AI-BoxX 平台上，

AI-BoxX 生成的语义信息、原始图像数据将经过 ROS 通讯传送到语义感知平台 HERO。 

3.4 基于 STM32F405 的运动控制平台 

本系统的运动控制使用 STM32F405 作为主控。STM32F405 操作系统为 Freertos，主要

功能是接受 HERO 运动控制指令和返回编码盘里程计，转换世界坐标系解至电机速度，闭

环控制电机 PID 速度。其中闭环控制频率为 1KHZ，接受控制频率为 20HZ，其上接的陀螺

仪模块可以供主控进行里程计的卡尔曼滤波校准。运动控制平台连接示意图如图 3-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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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运动控制平台 

STM32F405 的主要功能具体如下所示： 

（1）接受 HERO 运动控制指令和返回编码盘里程计： 

底盘接收到的串口数据为世界坐标系中的三轴线速度和三轴角速度，其中只需要取其

中的 x 轴线速度和 z 轴角速度即可，其余控制速度底盘进行保留用于 HERO 导航系统校准

航路，进行闭环控制使得路线更加精确所预留。硬件部分使用 CH340 模块进行 USART 转

USB 进行 STM32F405 和 HERO 双向通讯。编码盘里程通过底盘转换系统将三个轮子的速

度转化成世界坐标系中底盘的速度上传至 HERO。下表格为数据通信协议。 

表 3-1 里程计数据格式 

里程计数据包头 底盘 x 轴线速度 底盘 y 轴线速度 底盘 z 轴角速度 

Cmd_Head Vx Vy w 

表 3-2 导航指令数据格式 

导航指令数据包头 底盘 x 轴线速度 底盘 y 轴线速度 底盘 z 轴角速度 

Cmd_Head Vx Vy w 

 

（2）世界坐标系解算至电机速度： 

下图展示了底盘运动和电机运动关系示意图 

 
图 3-4 底盘运动与电机运动关系示意图 

由上图所示，世界坐标系速度与电机速度可以相互转换，世界坐标系速度转电机速度

转换矩阵如式（3-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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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矩阵的逆，即可得到电机速度转世界坐标系转换矩阵，转换公式如式（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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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底盘轮子距离轴距 0.3m，轮半径为 0.08m，带入可得转换单位关系。 

（3）电机 PID 速度闭环控制： 

电调通过电机上编码盘测量可知速度，速度进行反馈控制电流输出量形成对速度的闭环，

达到底层上对速度的精确控制，参数经过多次调节，尽量削减导航给予速度和底盘负载实际

速度之间的误差。电机为三相无刷电机，通过电调驱动，并且接受编码盘返回的速度和位置，

PID 闭环控制速度原理见图 3-6，其中为减弱编码器和里程计的抖动进行了低通滤波，原理

结构见图 3-7，底盘速度返回值滤波前原始数据见图 3-8，底盘速度返回值滤波后数据见图

3-9。 

 

图 3-6 PID 闭环控制速度原理示意图 

 

 

 

图 3-7 低通滤波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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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底盘速度返回值滤波前原始数据统计图 

 

 

图 3-9 底盘速度返回值滤波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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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设计 

 

本系统的软件流程示意图如下图 4-1 所示： 

 

图 4-1 软件流程图 

4.1 人机交互 GUI 设计 

GUI 界面设计如下，上面一行从左到右分别为温度传感器、海拔测量仪、压强传感器以

及水位传感器的数值，其中 Start System 按钮作用为启动目标检测及建图程序，Start Exlpore

按钮启动探索，Stop Explore 按钮停止探索，Load Database 按钮作用为加载目标数据库并将

内容显示于白色区域，对目标进行选择将会启动导航程序，控制小车去到目标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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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GUI 界面 

4.2 基于 Arduino 的多传感器数据采集 

连接 Arduino 的传感器有两个，分别为压强传感器 BMP180 和水位传感器。其中压强传

感器采用 I2C 通讯协议，与 Arduino 平台进行数据通信。 

 

图 4-3 Arduino 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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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180 提供了 11 个 16bit 的标定系数，BMP 模块内每个传感器模块都有各自的标系

系数。 

水位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是一个模拟电压值，该值与水位传感器检测到的液位深度成正比

例。由于我们不需要输出实时的液位高度，只关注是否检测到了液体，因此 Arduino 将传来

的模拟电压值进行模数转换后，判断该电压值是否大于等于一个阈值，如果超过该阈值我们

则判断机器人检测到了水。 

4.3 基于 YOLOv3 的目标检测算法及部署 

4.3.1 基于 YOLOv3 的目标检测 

本系统采用一阶目标检测网络 YOLOv3 来完成实时的目标检测。YOLOv3 算法是目前

最先进的一阶目标检测网络之一，和二阶目标检测网络不同，它不依赖生成候选区域机制，

而是直接使用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即可实现端到端的目标检测，检测速度大幅提升。YOLOv3

的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4-4 YOLOv3 网络结构 

如图所示，YOLOv3 网络结构融合了 YOLOv2[8]中的 Darknet-19 和残差网络结构[9]，设

计了新的特征提取主干网络 Darknet-53。另外，YOLOv3 设计了三种不同尺度的预测层来进

行多尺度预测，固定大小的图像送入 Darknet-53 网络后会得到三个特征图分支，这些分支经

过一系列卷积、上采样，相加（element-wise）等操作连接在一起，最终获得的三个特征图将

包含不同尺度的特征。通过在三个尺度上进行预测，网络筛选出更精细的特征，提升不同尺

度的目标的检测效果。 

在 YOLOv3 中，网络将输入图像分为� × �个网格，如果某一个目标的标签边框中心位

置恰好落在了输入图像的某一个网格中，那么这个网格就负责检测此物体。YOLOv3 对数据

集图像中的物体采用 k-means 聚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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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中的每一个网格都会预测 3 个边界框，并负责预测边框的坐标，物体识

别度，以及相对应的每个类别的置信度。聚类出的 9 种尺寸先验框在分配上，最小的特征图

上（有最大的感受野）应用较大的先验框，适合检测较大的对象；中等的特征图上应用中等

的先验框，适合检测中等大小的对象；较大的特征图上（较小的感受野）应用较小的先验框，

适合检测较小的对象。 

关于网络训练所利用的数据集，本系统在 VOC 数据集的基础上引入了玩偶类别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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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集总共 5921 张图片，测试集总共 5180 张图片。针对引入的玩偶类别，我们收集了玩偶

图片并对数据集进行了清洗并采用 LabelImg 对数据集进行标注，按照 4:4:2 将玩偶数据归入

VOC2007 数据集的训练集、验证集以及测试集，重新生成训练集与测试集标签。 

关于模型训练，我们采用了 Darknet 框架对 YOLOv3 进行训练。Darknet 是一个较为轻

型的完全基于 C 与 CUDA 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其主要特点是容易安装，没有任何依赖项，

支持 CPU 与 GPU 两种计算方式。通过采用 Darknet 官方提供的 Imagenet 数据集预训练模

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模型进行了训练，在 Darknet 平台上训练 1W 轮之后，玩偶类别的

mAP 可达到 91%左右，各类别的准确率也趋于稳定，得到训练好的 weights 权重文件。实验

结果验证训练过的模型可以精确识别出玩偶等物体。 

4.3.2 基于 OpenVINO 的网络部署 

（1）OpenVINO 加速原理 

OpenVINO 有一套深度学习部署套件（DLDT）可用于 Yolov3 推理性能的优

化，DLDT 分为两部分：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和推理引擎(Inference Engine)。

模型优化器是一个 python 脚本工具，用于将开源框架训练好的模型转化为推理

引擎可以识别的中间表达，其实就是两个文件，xml 和 bin 文件，前者是网络结

构的描述，后者是权重文件。模型优化器的作用包括压缩模型和加速，比如，去

掉推理无用的操作(Dropout)，层的融合(Conv + BN + Relu)，以及内存优化，最后

用于推理引擎进行推理，达到加速的目的。 

 

 
图 4-5 DLDT 文件转换及推理流程 

（2）部署流程 

为了完成特定任务，本系统对 YOLOv3 网络重新进行了训练，再利用模型转换代码，

将训练好的权重文件转换为 Tensorflow 的 Pb 模型，并通 OpenVINO 的模型优化器完成模型

的优化，转换，转换之后得到 IR 文件之后可以在 AI-BoxX 上通过调用 OpenVINO toolkit 的

API 编写程序来加载网络结构及其参数，完成网络推理过程，参考官方跑 Yolov3 例程的代

码，来获得推理的结果以及将结果显示在图像中，即获取检测得到的类别以及边框信息，将

其打印在对应的图像中，其中部署过程中还采用了异步加 CPU+HDDL 异构的模式。 

CPU+HDDL 异构模式可以通过合理分配推理任务给每个设备来充分利用每个设备的性

能，同时也可以减少每个设备的负载。 

异步模式是通过将推理过程从主线程中分离出来，同时运行多个推理线程，在当前帧图

片加载和预处理的同时进行上一帧或者几帧图片的推理线程，每次主线程的循环加载和预处

理完图片之后，只需等待最开始的推理线程完成，便结束等待，达到减短推理等待时间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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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异步模式原理图 

 

（3）算法流程 

 

图 4-7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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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于 YOLOv3 及 ORB_SLAM2 的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 

本系统结合了 YOLOv3 与 ORB_SLAM2 来完成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ORB-SLAM 是

一个基于特征点的实时单目 SLAM 系统，它能实时计算摄像机轨迹，并能在各种环境中进

行稀疏 3D 场景重建。该系统对剧烈运动也很鲁棒，包含跟踪、建图、重定位、闭环检测模

块。ORB-SLAM2 在 ORB-SLAM 的基础上，还支持标定后的双目相机和 RGB-D 相机。 

ORB 是一种快速特征点提取和描述的算法，其由 Ethan Rublee，Vincent Rabaud 等人在

2011 年提出。其特点是速度很快，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噪声和图像变换的影响。所以非常

适合用于机器人领域。 

SLAM 算法（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最早是机器人领域用于做机器人

定位的。而在 2004 年 Visual SLAM 算法提出之后，这一领域迅速发展。SLAM 问题可以描

述为：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中从一个未知位置开始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根据位置估计和地图进

行自身定位，同时在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建造增量式地图，从而实现机器人的自主定位和导

航。而 SLAM 问题现在也已经发展为将 SLAM 与语义分析有效的融合，增强机器对环境中

相互作用的理解能力，赋予机器人对复杂环境的感知能力。 

ORB-SLAM2 作为基于特征提取的方法，系统的运行都是基于输入图像的特征展开，而

不依赖于双目或 RGB-D 相机。系统处理单目或双目的特征点分为远处特征点和近处特征点

两类。双目特征点通过三个坐标定义（��, ��, ��)，其中(��, ��)是左图坐标，(��, ��)是右

图坐标。对于 RGB-D 相机在 ORB 图像通道上提取 ORB 特征点，则将该点坐标作为左图坐

标，将深度转换为虚拟的右图坐标，转换关系为： 

 �� = �� −
���

�
 （4-1） 

其中 d 为深度，��为水平焦距，b 为结构光投影仪和水平相机之间的基线。 

ORB-SLAM2 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下图所示，算法同时运行三个线程：一个为通过每一帧

寻找特征点与局部地图匹配并用 motion-only BA 最小化重投影误差，实现相机定位和跟踪

的线程；一个为运用局部 BA 算法建立局部地图并加以优化；一个为使用回环检测，执行对

位姿图的优化以更正累计飘逸误差。在位姿优化之后启动第四个线程执行全局 BA 算法来

计算整个系统最优结构和运动的解。 

 

图 4-8 ORB_SLAM 系统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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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恢复出相机姿态与三维物体点坐标，并排除噪声对位姿的干扰，ORB-SLAM2 采用

光束平差法，用纯运动光束平差法优化跟踪过程中相机的位姿，并利用局部光束平差法（local 

BA）优化本地窗口关键帧和局部地图特征点，并在回环检测后优化所有的关键帧和特征点。 

通过 ORB-SLAM2 获取到的稀疏 3D 点云地图本身未带有语义信息，仅仅包括空间的结

构信息。YOLOv3 实现的目标检测可以从周围环境中提取语义信息，但是 YOLOv3 的实现

效果仅仅是在 2D 图像中使用边界框圈出检测到的物体，与 3D 语义点云地图的形式还相差

甚远。为了实现 YOLOv3 和 ORB-SLAM2 两个算法的结合我们设计了以下语义建图算法流

程： 

首先将目标检测的结果转换为语义分割的结果，将语义信息赋予到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 

具体做法为将检测到感兴趣物体的边界框内的像素点都标定为相应的标签，同时为了减少来

自边界框中背景的误差，我们将边界框进行了缩放处理，使得语义信息能尽量落在物体上。 

  
图 4-9 目标检测结果 

然后 ORB-SLAM2 根据 RGB-D 图像数据进行 3D 建图，结合带有语义信息的图像，将

像素点投影到空间生成 3D 点云的时候，也同时让语义信息赋给相应的点云点。比如一个玩

偶被 YOLOv3 检测到后会将在 2D 图像中该玩偶的像素点打上玩偶的标签。之后在 ORB-

SLAM2 算法将玩偶身上的像素点投影到 3D 点云图的时候，代表玩偶的点云点也会带上玩

偶的标签。从而实现三维语义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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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三维语义建图结果 

图 4-10 中红色的点为玩偶的特征点，白色为不识别到的物体或者障碍物的特征点。 

4.5 基于 AI-BoxX 与 HERO 的分布式 ROS 通讯平台 

由于本系统使用了 AI-BoxX 与 HERO 两个处理单元，因此需要设计一种交互机制以实

现两个平台的相互通讯与配合，以实现分布式的通讯平台。在本系统中，这种分布式的通讯

是通过将两个运算单元通过千兆网线连接，组成一个千兆局域网，然后设置 ROS 主从机结

构实现的，如下图所示。 

 

图 4-11 分布式 ROS 通讯平台 

通过设置 ROS 的主从机结构，本系统的两个运算单元就可以通过 ROS 的 topic 实现交

互通讯了。其中，AI-Box 平台为本系统中的主机，其在 ROS 中设置为 Master，其上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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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core 作为 ROS 系统的核心。HERO 平台则设置为本系统中的从机，其通过千兆高速网连

接到 AI-Box，通过订阅和发布相应的 topic 来与主机交互。 

由于本系统需要实时交换大量图像数据，为保证大量数据的及时交换，系统对网络的带

宽和时延要求较高。得益于两个平台上搭载的千兆高速网卡，本系统在数据的传输上没有遇

到瓶颈，高速数据交换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4.6 基于 ROS 的机器人路径规划与语义导航 

本系统使用 ROS 提供的 move_base 导航包进行机器人的路径规划以及发送机械控制命

令。 

 
 

图 4-12 move_base 节点框架 

move_base 节点提供了一个可配置的 ROS 接口供机器人完成导航任务。move_base 的一

个总体结构和内部连接关系如上图所示。其中蓝色框代表其中内容部分位于机器人平台上，

灰色框代表属于导航中的可选选项，白色节点是 move_base 提供且导航必须具备的。 

move_base 是一个大的框架，它有很多个小模块组成，这些模块分别负责导航中不同的

任务并且与其他模块进行通信，最后完成路径规划与导航的任务。 

首先导航任务需要从地图提供器（map_server)节点订阅获取地图数据，通过全图代价地

图（global_costmap)节点构建代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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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2D 代价地图 

2D 代价地图可以用于导航，其为用户提供的是一个二维界面，不存在有三维空间

信息。如果一张桌子和一个水杯在 XY 平面上的相同位置，但是 Z 位置不同，这将导致

在代价地图相应的单元格中仍然具有相同的代价值。这旨在帮助机器人在平面空间中进

行运动规划。2D 栅格代价地图是由一个个单元格组成的，每个单元格具有其代价值。

代价的含义实际上是机器人运动到该点所需要复出的代价。代价图的每个点的取值空间

为 0 到 255，但是其状态只有三种，分别为空闲(free)、占用(occupied)和未知的(unknown)。 

从上层传来名为目标(goal)的消息包告诉全局规划器（global_planner)的运动目标地

点，全局规划器会根据代价地图提供的地图信息规划出一条全局路线。 

 

图 4-14 全局路线 

之后局部规划器（ local_planner)会使用从全局代价地图获得的局部代价地图

(local_costmap)，结合里程计的数据生成局部区域的规划路径。局部规划路径整体方向是靠

向目标地点的，但是会根据实时从传感器源(sensor sources)中读取到的数据实时更新局部区

域的代价地图和全局代价地图，动态地规划局部路线防止意外的发生。局部规划器会计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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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局部路径，然后根据局部代价地图的结果给每一条路径打分，最终选择得分最高的路径作

为局部路径结果，发送相应的控制信息（角速度和线速度）给底盘控制节点 move_art，底盘

控制节点 move_art 将控制信息编码，最终通过串口传输控制信息到实际控制底盘的 STM32

单片机上，单片机控制电机动作，从而让机器人最终逐步到达目标点。 

为进一步实现语义导航，本系统根据 3D 点云语义地图建立了目标数据库。在完成 3D

点云语义地图的建立之后，系统就会筛选出点云地图中含有语义信息的点，并对这些点进行

据类分析，从而找出各目标物体所产生的若干语义点的中心坐标，并将其作为目标数据库中

记录的目标物体的坐标记录下来。其中，对语义点进行聚类分析的目的是，找出同一物体产

生的若干语义点的中心坐标，同时滤除建立 3D 点云语义地图过程中由于系统误差而产生的

偏离目标较远的较为离散的错误语义点。 

目标数据库建立完成后将通过 GUI 显示，此时使用者可以通过 GUI 选取一个目标物体，

系统将会查询目标数据库，找出该物体对应的坐标，将该目标物体坐标附近的某一点（机器

人实际可以到达的点）作为导航的目标下达给 move_base 节点，此时 move_base 节点将通过

前述过程实现路径规划，并将对应的控制指令下达给底盘控制节点 move_act，让底盘做出动

作到达目标物体附近，最终实现了基于语义信息的导航功能。 

 

图 4-15 目标数据库的建立与使用 

 

 

 

 

 

 

 

 



                                             基于 Intel AI-BoxX 平台的火星智能探测车 

第 26 页 

 

第五章 系统测试 

 

5.1 多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与显示系统测试 

5.1.1 环境监测传感器组数据采集与显示测试 

启动系统 GUI 界面后，各传感器获得的数据显示如图 5-1 所示。可见，多传

感器数据采集、传输与显示系统测试正常。 

 

 

图 5-1 环境数据显示界面 

 

5.1.2 Kinect 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与显示测试 

打开 Kinect，使用 Rviz 进行话题订阅，可以看到，Kinect 产生的 RGB 和深

度图像都显示正常，说明 Kinect 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与显示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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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Kinect 数据采集结果 

 

5.1.3 着陆器与机器人远程数据传输测试 

使用 Vino 连接到着 HERO 的桌面以模拟着陆器连接机器人的场景，可见机

器人画面回传正常，远程数据传输正常，着陆器与机器人远程数据传输测试正常。 

 

图 5-3 远程数据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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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于 OpenVINO 及 AI-BoxX 的目标识别测试 

5.2.1 目标识别测试 

在 voc 数据集基础上加入 toy 数据进行训练后，测试得各种类识别准确率如下表所示： 

 

图 5-4 目标测试效果图 

表5-1 目标检测部分类别准确率 

物体 AP mAP 

toy 

bicycle  

0.9021 

0.8969 
0.8969 

   

5.2.2 基于 OpenVINO 及 AI-BoxX 的边缘计算加速测试 

通过在不同设备以及是否经过 OpenVINO 加速条件下跑 Yolov3 模型，先是在单个推理

线程的条件下测试 OpenVINO 的加速性能（测试过程中采用视频进行测试）： 

表5-2 不同环境下的模型运行速度 

Mode FPS 

i3 8145UE 

i3 8145UE+OpenVINO  

HDDL+OpenVINO 

1.13 

3.73 

2.52 

单 CPU 单个推理线程时，CPU 占用如下： 

 

图 5-5 单 CPU 推理占用情况 

继续增加推理线程数也推理速度也无法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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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HDDL 单个推理线程时，各核心占用如下： 

 

图 5-6 单 HDDL 各核心占用情况 

HDDL 还有大部分性能没被完全使用，可同时进行多个推理来发挥其性能潜力，故采用

CPU+HDDL 异构加异步模式进行测试。 

使用 HDDL+CPU 异构模式+异步模式，得到结果如下： 

表5-3 不同推理线程数下的模型运行速度 

推理线程数 FPS 

2 

4 

6 

. 

. 

. 

22 

5.67 

9.09 

12.77 

. 

. 

. 

38.4 

 

5.3 场景语义地图构建与机器人实时定位测试 

5.3.1 三维语义地图构建测试 

让机器人在场景中进行探索，回传的图像，提取特征点后的图像，以及建立

的三维语义点云图像如图 5-7 所示，可见玩具所在区域的点云点为红色，而椅子

所在区的点云点为蓝色，三维语义地图构建成功，三维语义地图构建测试成功。 

 

图 5-7 三维语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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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二维语义栅格地图构建测试 

使用 GUI 界面下达保存语义信息的命令，生成的二维语义栅格地图如图 5-

8 所示，可见其与图 5-7 中的玩具和椅子的位置是对应的，二维语义栅格地图构

建测试成功。 

 

图 5-8 2D 语义栅格地图 

 

 

5.3.3 语义目标数据库构建测试 

使用 GUI 界面下达保存语义信息的命令后，生成的语义目标数据库文件如

图 5-9 所示，可见其中正确保存了椅子和玩具的位置，语义目标数据库构建测试

成功。 

 

图 5-9 目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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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器人语义导航测试 

5.4.1 寻物导航测试 

 在 GUI 中点选玩具，GUI 自动检索数据库，下达语义导航命令，此时的自动路径规划

如图 5-10 所示。到达目标点后，回传的画面和机器人的位置如图 5-11 所示。可见机器人根

据语义导航信息自动去到了玩具的位置，寻物导航测试成功。 

 

图 5-10 寻物导航路径规划图 

 

图 5-11 到达目标点 

5.4.2 探水导航测试 

在 GUI 中点选水一项，GUI 自动检索数据库，下达语义导航命令，此时的自动路

径规划如图 5-12 所示，机器人会自动去往之前检测到水的位置。探水导航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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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探水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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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发总结 

 

6.1 系统特色 

（1）基于 OpenVINO 与 AI-BoxX 的目标检测算法部署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对计算资源要求较高，难以在边缘计算终端上实时运行。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使用 TensorFlow 框架进行目标检测神经网络的设计与训练，获得

神经网络模型及参数文件；然后以 Intel AI-BoxX 为目标终端，采用 OpenVINO 的模型优化

器进行模型优化以及 CPU+VPU 的异构任务调配，获得优化后的模型描述 IR 文件；最后基

于 OpenVINO 的推理引擎 API 实现用户应用程序开发，并采用异步处理模式执行图像预处

理与推理任务，进一步减少由于系统资源等待所占用的时间。基于 OpenVINO 与 AI-BoxX

的神经网络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案，我们实现 YOLOv3 算法在边缘计算终端上的快速部署与

实时运行。 

（2）结合神经网络与 VSLAM 的三维语义建图、定位及导航算法 

基于 VSLAM 的三维建图只能构建周围环境的三维点云图，难以利用点云的语义信息

完成特定的定位与导航任务。针对这一问题，本系统结合基于 YOLOv3 的目标检测与

ORB_SLAM2 来实现三维语义建图、定位以及导航。首先将目标检测的结果转换为语义分割

的结果，将语义信息赋予到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然后 ORB-SLAM2 根据 RGB-D 图像数据

进行 3D 建图，结合带有语义信息的图像，将像素点投影到空间生成 3D 点云时，同时也将

语义信息赋给相应的点云，从而实现三维语义建图与定位。根据构建的三维语义地图，再调

用 ROS 的 move_base 导航包完成机器人路径规划与导航。 

（3）基于 AI-Box 与 HERO 的分布式 ROS 平台构建 

本系统不同的硬件平台负责了不同功能的算法，它们之间涉及到大量数据的交换。因此

本系统搭建了分布式 ROS 系统，使得 AI-BoxX 和 HERO 两个硬件平台之间分散的物理和逻

辑资源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交换。在同个网络中，系统将核心的 AI-BoxX 平台作为网

络主机，HERO 平台作为从机，使用 ROS 通讯方式中的 topic 来处理实时性、周期性的数

据，使用 sevice 来处理突发性的数据，从而实现本系统中两个硬件平台之间图像数据、深度

信息、语义信息、控制命令等大量数据的高效通讯。最终在 AI-BoxX 平台上可以实时观测

到 HERO 平台三维建图的结果和向 HERO 平台发布自主导航、定点导航等控制命令。 

6.2 系统不足 

（1）需要更合理的分布式 ROS 通讯机制 
当前系统在 AI-BoxX 与 HERO 平台之间通过 ROS Topic 机制进行 RGB-D 数据及语义

图像传输，会对所有帧的数据进行处理，存在冗余计算，导致传输带宽较高。下一步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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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数据处理逻辑，当在 HERO 中运行的 ORB_SLAM2 算法计算出关键帧后，再通过 Service

机制向 AI-BoxX 获取语义检测结果。 

（2）需要更合理的语义地图与栅格导航地图的转换机制 

当前系统仅采用了 RGB-D 摄像头进行环境数据采集，并通过将深度图转换为伪激光数

据后基于 Gmapping 算法进行导航地图的构建。但是 RGB-D 传感器的距离探测精度有限，

且容易受到环境光照等影响，下一步需要采用激光雷达与 RGB-D 传感器进行数据融合以实

现高精度的定位与建图。 

6.3 系统展望 

（1）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场景理解算法 

当前系统采用基于图像的目标检测算法实现场景目标语义信息的获取，容易受到环境光

照等影响，难以有效解决目标遮挡问题。在未来的系统开发中，我们希望基于图像及激光点

云等多模态数据来实现场景理解，并通过语义分割算法进行细粒度更高的场景语义信息提

取。 

（2）实现动态或长期场景下的语义级定位算法 

动态或长期场景下的 SLAM 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这是因为传统 SLAM 算法

通过相邻帧之间的特征匹配来实现位姿估计及重定位，这与人类的空间感知策略有很大的差

异，一旦场景发生变化，会导致 SLAM 系统的失效。在未来的系统开发中，我们希望通过

融合场景语义信息来进行定位与建图，通过引入语义地标来提高 SLAM 算法在动态或长期

场景下的位姿估计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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