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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室内退化环境的多传感器建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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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天津 300300)
摘 要：在室内同时定位与建图(SLAM)的实际应用中，对称单一结构环境易造成激光 SLAM 错误建图，低质量光
照或低纹理环境易造成视觉 SLAM 失效。针对上述室内退化环境，提出一种将激光、视觉、惯性测量单元(IMU)进
行紧耦合的 LVI-SLAM 方法。在该方法前端，设计视觉评价环节对视觉信息置信度进行自适应调整。在该方法后端，
进行位姿图优化以及多传感器回环抑制累积误差。视觉评价实验、单走廊实验以及大场景建图实验的结果证明了该
方法的鲁棒性和精确性。在面积为 1050m2 的复杂室内环境下，采用该方法建图误差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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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ensor mapping method for indoor degraded environment
Hu Dandan, Yu Peiran†, Yue Fengfa
(Electronic Information & Automation College,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 the symmetric or single structure
environment causes the wrong mapping of laser SLAM, while the low quality lighting or low texture environment causes the
failure of visual SLAM. This paper developed a LVI-SLAM method for the indoor degraded enviornment which tightly
couples laser, visual and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 . In the front-end of the method, the visual evaluation moudle makes
adaptive adjustment for the visual information confidence. In the back-end of the method, pose graph optimization and multisensor closed-loop moudle restrain cumulative errors. The results of visual evaluation experiment, single corridor experiment
and large scene mapping experiment show that visual evaluation has effectiveness and LVI-SLAM has robustness and
accuracy. When mapping the large indoor environment(1050m2) , the LVI-SLAM error is 0.9%.
Key words: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 multi-sensor Fusion; graph optimization; indoor autonomous
navigation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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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时定位与建图(SLAM)的提出与发展，为室内机器人的
建图定位、导航等问题提供了基本技术框架。早期 SLAM 的
实现一般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1]、无迹卡尔曼滤波[2]、粒子滤
波 [3] 等滤波方法。近年来非线性优化方法 [4] 被广泛使用，
SLAM 系统的性能得到大幅提高。根据传感器区分，激光
SLAM 和视觉 SLAM 具有各自的优势与局限性[5]。
激光 SLAM 建立的占用概率栅格地图存储结构紧凑，适
合路径规划。基于 Rao-Blackwellized 粒子滤波的 Gmapping
方法[6]能够缓解 Fast-SLAM[7]粒子耗散问题，但该方法必须
使用里程计且大规模建图效果差。Hector 方法[8]仅需激光雷
达，但载体旋转时易建图失败，难以实现回环检测。
Cartographer[9]是激光 SLAM 的优秀工程实现，使用非线性图
优化在子地图层面和全局层面对地图进行优化处理，但是该
方法应对单一对称的结构时易产生错误的匹配导致较大的建
图误差。
相较于激光 SLAM 简单的数据形式，视觉 SLAM 利用
环境色彩和纹理信息进行建图定位，不受单一对称结构环境
的影响。ORB-SLAM2 方法[10]定位精确较高，但 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特征点匹配算法耗时，且快速运动、
纯旋转时 ORB-SLAM2 误差显著增大。紧耦合融合 IMU 和
视觉信息的 VINS 方法[11]，使用 KLT(Kanade-Lucas-Tomasi

Tracking)光流[12]进行特征点跟踪，利用非线性局部滑动窗口
优化以及含有回环的全局位姿图优化实现较高精度视觉建图
定位，有效缓解了纯视觉 SLAM 快速运动、纯旋转问题。由
于 KLT 光流法的灰度不变假设，VINS 在低质量光照、弱纹
理环境中前端跟踪特征点数量减少，导致误差增大。
以 VINS 为代表，利用 IMU 提高 SLAM 性能的做法日
渐广泛。IMU 能够高频输出角速度和加速度，且消费级产品
价格适中。然而 IMU 误差模型较为复杂，简单地积分加速度
和角速度会导致位姿发散，因此 IMU 更适合计算短时间的快
速运动以克服其他传感器的局限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融合多种传感器以提高 SLAM 在
退化环境中的性能。Zhang 等人[13]提出的 LOAM 方法，使用
视觉和 IMU 信息校正激光雷达建图偏差，该方法鲁棒性较
好，但缺乏回环抑制漂移误差。2018 年 Ding 等人[14]提出在
栅格地图的基础上，利用 VINS 修正的视觉地图并压缩激光
栅格地图的规模。该方法能够解决多传感器 SLAM 算法在不
同光照环境下的鲁棒性，缺点是建图过程不具备实时性，需
离线处理。张亮等人[15]提出一种基于位姿增量的多传感器融
合方法，将 IMU 和里程计信息融合到 Cartographer 建图过程
中，提高了算法在长走廊环境的鲁棒性，通过数据集实验证
明了精度提高，然而该方法实际实验数据较少，实际精度提
高效果未知。Shao-Hung Chan[16]将二维激光雷达和视觉信息
进行融合，通过轨迹匹配融合得到位姿的方法降低误差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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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鲁棒性，缺点是实验环境过于理想，提出方法未针对退化
环境问题作出优化。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室内退化环境的建图问题，提出一
种使用激光、视觉、IMU 信息进行紧耦合信息融合的 LVISLAM 方法，可实现具有鲁棒性和精确性的室内概率栅格地
图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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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传感器同步图

Sensor synchronization diagram

建立 LVI-SLAM 前端局部图优化目标函数如式(1)。变量
右上角符号代表传感器，其中 Ei、Ec、El 分别为 IMU 残差项、
视觉残差项、激光残差项。局部图优化变量为世界坐标系 W
下的二维平面状态量  = [ x, y, ]T 、激光扫描坐标 pl = [ pxl , ply ]T 、
视觉地图特征点以向量 p c = [ pxc , p cy , pzc ]T 表示。对应的图优化因
子图如图 3 所示。使用鲁棒 Huber 核函数如式(2)，可抑制某
个传感器错误观测引起的整体残差的发散。当残差大于阈值
δ 时，残差将被控制在线性增长的规模内。

回环检测

图1
Fig. 1

LVI-SLAM 框架

数据预处理阶段，对图像进行角点检测与 KLT 光流跟踪；
对 IMU 提供的加速度、角速度信息进行预积分处理；对于激
光雷达回波数据，先去除超过量程的错误数据，然后对数据
进行体素网格滤波，将二维空间用网格分割，每个网格内的
所有激光数据点用一个重心点表示。LVI-SLAM 前端的核心
是紧耦合局部非线性优化，构建目标函数实现位姿跟踪和地
图构建。同时前端选取关键帧加入视觉地图，构建栅格子地
图。针对视觉的退化环境，在前端中加入评价模块，自适应
调整视觉前端在局部图优化中的置信度。LVI-SLAM 后端利
用已构建地图进行激光、视觉回环，并进行位姿图全局优化，
从而抑制累积误差。

2

位姿节点

LVI-SLAM block diagram

基于视觉评价的紧耦合前端

2.1 紧耦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早期多传感器信息融合为松耦合方法，分别获取不同传
感器的位姿，通过滤波算法进行融合 [17]。松耦合的迭代形式
决定了该方法容错性差，数据利用率低，大规模建图时数据
量难以控制。
紧耦合[18]是指基于非线性优化的信息融合方法，其核心
思想是直接使用传感器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位姿求解，能够
有效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位姿和地图的优化 [19]。非线性优化能
够根据传感器模型建立关于待优化变量与观测值的非线性残
差函数，对一段时间内的系统状态进行批量求解 [20]。随着求
解方法的完事，大规模的实时非线性优化已经实现。 图优化
概念则以节点表示非线性优化问题中的待优化变量，并以边
表示观测方程的约束，一条边可以连接若干节点 [21]。
多种传感器信息融合时，需考虑时间同步问题。已知摄
像机图像频率为 f c，IMU 信息输出频率为 f i，单线激光雷达
扫描频率为 f l。传感器信息将在如图 2 宽度为 T 的同步窗口
内滑动，在该窗口内视觉信息的总帧数为 M，IMU 信息的总
帧数为 B，更新局部位姿图优化目标函数。系统前端位姿发
布频率为 f l。

视觉地图节点

激光约束边

IMU观测

IMU约束边

图3
Fig. 3

视觉约束边

激光地图节点

局部图优化

Illustration of local graph optimization
arg min[  ( E i ) +  ( E c ) +  ( E l )]
W

(1)

( , pc , pl )T

E 
 E
 (E) = 
 ( E −  ) otherwies

(2)

IMU 残差项如式(3)[22]，rk 为 IMU 第 k 至 k+1 帧观测值
z
所得到的预测值与预积分值之间的残差。  为 IMU 协
方差。
i
k ,k +1

i
k , k +1

E i =  rk ( zki ,k +1 , W ki )
kB

2
ik ,k +1

(3)

构造光束法平差视觉残差约束如式(4)[4]，其中待优化变
量为 M 个摄像机位姿 ic ，N 个地图点的位姿 p cj 。 zijc 为摄像
机观测值，h(.)为摄像机观测模型函数，两者构成重投影残差，
其中 Σc 为视觉协方差。
M

N

E c =  zijc − h( Wic , W p cj )
i =1 j =1

2
c

(4)

Msmooth(.)对子地图进行双线性三次插值平滑，用以更好
的匹配激光扫描数据。构建激光约束残差如式(5)，扫描匹配
＇
器子地图坐标系 W 下的优化激光位姿 M t ，使其 S 个扫描点
p l 在子地图中的概率之和最大化。对于地图栅格内的概率值
[0，pmin]为无障碍，[pmin，pmax]为未知待更新，pmax 以上为障
碍物，参考文献[9]进行概率值更新。
S

E l =  1 − M smooth ( W  t psl )
s =1

(5)

2.2 视觉置信度的自适应调整
特征点数量及其跟踪效果决定了视觉前端信息输出的质
量。KLT 光流法假设相邻图像帧内的亮度恒定，其次 KLT 光
流法假设相邻帧之间运动微小。图像帧信息存在亮度差异或
运动快速时，特征点跟踪能力下降，前端视觉位姿跟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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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此外低纹理环境下，特征点数量显著减少，同样会造
成上述问题。因此特征点跟踪数量与运动状态可以作为视觉
位姿跟踪质量的评价指标。
为了式(1)中的视觉残差项能更好的参与局部位姿图优
化，对 LVI-SLAM 前端的视觉前端特征点跟踪性能和运动状
态进行检测。设当前跟踪特征点的数量为 ntrack，Δx，Δy 以及
Δθ 分别为单位时间内系统位姿估计值的变化量，针对角度的
变化可以评价系统的纯旋转问题。其中 wfeature 为特征跟踪性
能权值，wmotion 与 wangle 分别为线速度与角速度运动特性权值。
S c = w feature ntrack − wmotion x 2 + y 2 − wangle 
(6)
视觉残差项的协方差 Σc 的逆可以表示置信度，称之为信
息矩阵 Ωc，利用 Sc 对协方差迭代进行改进。
 c 
−1
ic+1 = ( ic+1 ) =  ic 
 Si 
c
S Norm
=

−1

(7)

Sc
w feature nmax

(8)

令 nmax 为视觉前端跟踪特征点的最大数量，使用式(8)对
c
c
 Sthreshold
评分进行归一化。 S Norm
时认为视觉位姿跟踪性能不佳，
此时关闭局部图优化中的视觉约束，但保持视觉信息预处理、
关键帧选取功能的运行。此时关键帧位姿由激光与 IMU 参与
的局部图优化的结果提供。由于处于水平地面的机器人可以
不考虑垂直方向、俯仰和横滚运动，此三个位姿变量将保留
视觉约束关闭时的值，一般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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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则构造视觉回环边，对当前时刻位姿以及视觉地图进行全
局优化。激光回环检测时，当前的激光扫描在已有激光地图
内进行检索匹配，为提高效率使用变地图分辨率的分支定界
法[25]进行检索。一旦形成回环则构造激光回环边，对当前子
地图与地图进行全局优化。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所用计算机主要配置为 IntelCore i5-8400 2.80GHz
CPU ，16.00GB 内 存 ， Linux 操 作 系 统 。 使 用 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平台进行时间同步、坐标轴转换等软件编程，
非线性优化问题使用 Ceres 实现。使用 Rosbag 录制激光扫描
信息、IMU 信息、视觉信息制作实验数据集。30Hz 单目视觉
信息与 200Hz 的 IMU 信息由 Intel D435i 提供。激光采用单
线 10Hz 激光雷达，测距范围为 0.05 至 16m。实验前首先使
用 Kalibr 工具包[26]对 D435i 进行标定确立外参。实验平台如
图 5(a)所示。
视觉评分实验误差 ec 为终点位姿与实际终点的欧式距离。
单一走廊实验和大场景建图中，根据文献[27]的误差计算方
法，先计算实验所得栅格地图面积为 Smap ，并测量 5 次实验
环境面积后取平均值 S a ，最后通过式(12)计算建图误差 emap。
e = 1− S
S  100%
(12)
map

map

a

基于回环与位姿图的后端优化

与 LVI-SLAM 前端的局部图优化不同，位姿图[23](Pose
Graph)优化中的地图不再被优化，而作为位姿估计的约束条
件，即只优化传感器位姿。位姿图优化可以避免实时优化全
局地图信息所造成的大计算量。可以在局部位姿之间、位姿
与回环点之间构造约束，抑制累积误差。相对于前端局部图
优化的高频运行，位姿图优化在后端低频运行因而不影响系
统实时性。
现有一组以李代数表示的位姿集 ζ=(ζ1,…,ζn)，则 ζi 与 ζj
间运动为由前端得到的估计值 Δζi,j，由于累积误差的存在。
式子(9)无法精确成立，因此利用图优化的思想，令 Δζi,j 为边，
令待优化变量 ζi 与 ζj 为节点，构造误差函数，如式(10)。将
位姿集 ζ 内进行联合优化，可得式(11)。









ij = i−1  j = ln exp ( −i )  exp ( j ) 





eij = ln exp ( −ij )  exp ( −i )  exp ( j ) 






(9)


arg min  eijT ij−1eij


(10)
(11)

i , j

在位姿图优化的基础上进行回环检测与优化。如图 4 所
示，LVI-SLAM 包含三种位姿图优化的边和三种节点。为了
保证位姿边约束有适中的节点分布，优化周期更加合理，采
用视觉关键帧时刻的位姿。位姿边连接相邻的实时关键帧位
姿节点。
视觉地图

关键帧时刻位姿

激光回环边
位姿边
激光地图

图4
Fig. 4

视觉回环边

位姿图与回环

Illustration of pose graph and closed-loop

LVI-SLAM 前端生成视觉关键帧的同时，最新关键帧将
成为视觉地图的一部分并进行词袋 [24]视觉回环检测。回环成

(a)实验平台

(b)场景一

(c)场景二

(d)场景三
图5

Fig. 5

实验平台与场境

Experiment platform and test sense

4.1 视觉评分实验
验证低纹理环境对特征点跟踪性能的影响。在充足光照
下，实验平台靠近墙体一侧移动并采集图像提取 Harris 特征
点。特征点数量变化如图 6(a)所示。如图 6(b)所示起始和结
束位置图像信息纹理较多，特征点数量多。如图 6(c)所示低
纹理区域，视野内存在大面积白色墙体，特征点数量显著减
少。
实验平台在 63.3m 的走廊中进行直线移动，LVI-SLAM
仅进行视觉位姿跟踪。光照环境分别设置为充足光照(场景
一)， 起 始部 分 光 照(场 景 二) ，全 程 无 光照( 场 景三),如 图
5(b)~(d)所示。调定评价函数式(6)中的权值分别为 Wfeature=5，
Wmotion=2，Wangle=5。
平台移动速度以及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在三种场景下
的归一化评分趋势如图 7。场景一中视觉评分保持稳定，走
廊末端灯光与自然光照交替，跟踪特征点减少使评分下降，
误差为 0.28m。场景二中，实验平台进入光照不足环境时，
评分显著下降，误差较场景一增大 1.75m。场景三中特征点
跟踪能力差，放缓实验平台移动速度。评分在较低水平，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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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增大至 9.46m。综合实验结果可知，光照质量是影响视觉
位姿跟踪性能的主要因素。进行视觉评分并进行视觉信息置
信度调整能够增强 LVI-SLAM 的鲁棒性。

激光错误匹配位姿跟踪失败，走廊结构错误，返回起点时得
到 大 厅 A 的 错 误 地 图 A1 。 使 用 激 光 雷 达 与 IMU 进 行
Cartographer 建图实验，地图面积 Smap 为 316.0m2，走廊长度
BC 为 58.3m，误差 emap 为 3.8%。如图 8(b)所示，地图局部
出现“重影”现象，匹配错误问题并未消除，造成建图较大
误差。使用 LVI-SLAM 进行实验，得到的地图如图 8(c)，地
图面积 Smap 为 327.1m2，走廊 BC 长度为 63.1m，误差 emap 为
0.4%，地图结构正确且重影现象消失，精度提升 3.4%。
A1
D

(a)特征点数量

A
B

C

(a)Cartographer
A

D

B

C

(b)正常区域

(b)Cartographer(IMU)
A
D

B

C

(c)LVI-SLAM
图8
(c)低纹理区域
图6
Fig. 6

Fig. 8

低纹理环境实验

Low texture environment Experiment

c
调定 Sthreshold
为 0.15。此时除了少数极端黑暗、快速运动情
况，视觉信息都可在 LVI-SLAM 中有效存在，参与紧耦合位
姿解算和地图构建。鲁棒核函数式(2)以及协方差迭代式(7)能
够保证系统在视觉退化环境下的容错性和鲁棒性。

表1
Tab. 1

视觉评分实验结果

单走廊建图实验结果

Single corridor mapping experiment results

4.3 大场景建图实验
在图 9 所示的室内区域中实验，面积 S a 为 1050.0m2。走
廊 BE、过渡区 EH 环境较暗，走廊 AF 照明充足，过渡区 FG、
DK 以及走廊 CD 有部分照明，GK 内包含两处高亮度连廊。
运行起点为 B 点，路径为 BH、HG、GA、AG、GK、KH、
HK、KC、CK，往复经过的路径可以形成回环，路径总长为
565.3m。

Visual scoring experiment results

项目

场景一

场景二

场景三

ec

0.28m

2.03m

9.46m

平均移动速度

1.17m/s

1.26m/s

0.84m/s

平均评分

0.40

0.28

0.19

D

C

E

B

F

A

图7
Fig. 7

Tab. 2

图9

Normalized score
Fig. 9

G

表3
Tab. 3
方法

数据
LBC /m

地图面积/m2

emap /%

参考真实值

63.3

328.5

－

Cartographer(IMU)

58.3

316.0

3.8

LVI-SLAM

63.1

327.1

0.4

仅使用激光雷达进行 Cartographer 建图结果如图 8(a)，

大场景建图实验区域

Large area mapping experiment environment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使用 AF、BE、CD、GK 段的建
图长度与误差 emap 一同对精度进行评估。

单一走廊建图实验数据

Single corridor mapping experiment data

方法

H

归一化评分

4.2 单一走廊实验
实验平台由大厅 A 经过走廊 BC 至大厅 D，然后返回起
点，全程提供充足光照。面积 S a 为 328.5m2，其中走廊 BC 长
度为 63.3m。实验得到建图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2

K

大场景建图实验数据

Large area mapping experiment data
数据
LAF/m LBE /m LCD /m LGK /m 地图面积/m2 emap /%
58.7

66.7

74.5

111.8

1050.0

－

Cartographer(IMU) 55.6

56.9

72.0

113.6

964.5

8.1

64.8

74.1

111.2

1039.7

0.9

参考真实值
LVI-SLAM

57.8

建图效果如图 10 所示。仅使用激光雷达的 Cartographer
建图实验结果如图 10(a)，A 点掉头后发生位姿跟踪错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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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失败。使用激光雷达与 IMU 的 Cartographer 建图效果如
10(b)，地图面积 Smap 为 964.5m2 ，BE 段建图结果误差达到
9.8m，emap 为 8.1%。无后端优化建图结果如图 10(c)，A 点掉
头建图误差开始增大，经过 H 点时大尺度累积误差导致地图
出现断裂。使用 LVI-SLAM 建图结果如 10(d)所示，地图面
积 Smap 为 1039.7m2，emap 降低至 0.9% ，地图结构正确。
C

B
H

E

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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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nocular, Stereo and RGB-D Camera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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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Augmented Reality [C]// 2017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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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ucas D B. An Iterative Image Registration Technique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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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景建图实验结果

Large area mapping experiment results

结束语

针对室内机器人建图与导航时，单一对称、低质量光照
的退化环境造成建图误差增大的问题，提出一种将激光雷达、
摄像机和 IMU 信息进行紧耦合的 LVI-SLAM 方法，设计视
觉环境的评价方法，增强系统融合视觉信息时的鲁棒性。设
计后端进行回环和位姿图优化抑制累积误差。
通过实验验证低纹理环境可导致特征点跟踪数量的显著
减少，通过纯视觉位姿跟踪对比实验证明视觉评价环节的有
c
效性，确定了评价函数的权值信息与阈值 Sthreshold
。在良好光照
条件下进行单走廊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LVI-SLAM 能够正确
构建地图，误差显著降低。进行复杂光照环境、多走廊大场
景 建 图 实 验 ， 结 果 表 明 本 文 方 法 相 较 于 使 用 IMU 的
Cartographer 方法，误差降低 7.2%，具有更好的建图精度和
鲁棒性。
后续将利用多传感器建图结果，在 LVI-SLAM 框架下对
定位初始化和重定位功能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方法的实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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