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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判别相关滤波器及人体骨架提取的

跟随机器人系统

摘 要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服务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工厂、家庭和医院等场景。

跟随目标人体是智能服务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功能，此功能在安防监控、家庭陪护等方面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旨在提出一种结合判别相关滤波器和人体骨架提取算法的人体目标

追踪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搭载立体相机的实体移动机器人系统上，同时结合运动控制算法

和基于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实现服务机器人的跟随特定人体功能。根据在仿真环境

和现实环境中的测试，该服务机器人系统具备稳定的跟随特定人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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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bot System Based on Discriminant
Correlation Filter and Human Skeleton

Extraction Algorithm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obot technology, 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s are widely

used in factories, homes and hospitals. Human following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 which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security monitoring, family nursing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kind of human following method combining the
Discriminant Correlation Filter and human skeleton extraction algorithm, and the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mobile robot system equipped with stereo camera. Meanwhile, motion control
algorithm and body movement interaction approach are also used in the system to make the
human following function more stable and safer. Based on the tests in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 environment, the service robot system has the stability to follow the
specific person.
Keywords：Human Following Robotics; Discriminant Correlation Filter;

Human Pose Estimation；Robot Opera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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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课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2015 年以来，人工智能在国内获得快速发展，国家对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2017 年 10 月，人工智能写入十九大报告；12 月，《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发布，从各个方面详细规划了人工智能在未来三年的

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每个方向到 2020 年的目标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量化。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产业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支柱产业。在不久的将来，服务机器人将像智能手机一样进入

我们的生活。在为人类停供服务的过程中，例如家庭陪护和搬运货物，服务机器人对人类

的识别和跟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如何让服务机器人准确地识别和安全地跟随特定的

人体目标一直是机器人学界和工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跟随机器人研究现状

2012 年，Ho 等人将跟随机器人分为三类，分别为机器人跟随在人体目标后面、机器人

与人体目标肩并肩以及机器人走在人体目标前面，同时提出跟随在人体目标后面是跟随机

器人主流的跟随方式，可通过一个简单的比例控制器来实现，使人体目标保持在机器人视

觉传感器视野中央以及目标与机器人维持固定的距离
[1]
。

对于跟随机器人来讲，人体目标检测是核心关键技术。根据跟随机器人搭载的传感器

的不同，对环境信息和人体目标的检测方式会不同。机器人搭载的传感器一般有双目立体

相机、RGB-D 相机、超声波传感器和二维激光雷达等，这些传感器广泛用于各种场景中跟

随机器人的人体目标检测。在室内，RGB-D 相机被认为是高效的传感器，因其同时采集彩

色图像和深度图像，人体目标在相机视野中的位置以及人体目标与机器人的距离都能被测

量，非常便于机器人对人体目标的跟随
[2]
。而在室外，由于太阳光照的影响，RGB-D 相机

的使用结构光测量深度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双目立体相机会更多的应用在室外跟随机

器人上
[3]
。除了视觉传感器，依靠二维激光雷达追踪人体目标的跟随机器人也常见于学术

界
[4]
。由于单一传感器获取信息的单一性以及误差，为了确保鲁棒性和效率，跟随机器人

通常搭载多种传感器，并通过传感器融合算法如扩展卡尔曼滤波等来降低传感器的不确定

性，进一步提高追踪人体目标的稳定性
[5]
。目前大部分商用的跟随机器人偏向于采用多传

感器融合的追踪方案，如下图 1.1 所示为意大利 Piaggio 公司的 Gita 跟随机器人，机器人

本体搭载立体相机和超声波传感器，同时用户需要佩戴一条与机器人通信的腰带辅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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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目标定位。国内企业生产的酷哇智能自动跟随旅行箱如下图 1.2 所示，采用的是机

器人本体相机与用户手环相结合的方案对目标人体进行追踪。

图 1.1 Gita 跟随机器人 图 1.2 酷哇智能旅行箱

图 1.3 通过 3D 点云特征对人体目标进行追踪

跟随机器人的跟随策略也是各种各样的。视觉传感器基于人体目标特征的追踪是最常

见的追踪跟随策略。如 blob 检测算法使用基于颜色的分割来跟踪 RGB 图像空间中的人
[6]
，

但这类算法过分依赖于特定的颜色特征，在复杂的实际环境中难以应用。使用 RGB-D 相

机或立体相机生成的深度数据可以设计稳定鲁棒的算法，如人的存在在形状、结构和 3D

点云中的点数量方面对应于特定的模式，通常根据这些特征参数的期望值设计模板用于检

测人体目标
[7]
，如图 1.3 所示。同时，由于对整个特征空间的搜索耗费极大的计算资源，

因此使用先验知识或作出有根据的假设来减少搜索空间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对人的行走模

型建立假设也可以促进从特征空间中去除不存在目标的区域
[8]
，降低运算量，提高效率和

实时性。近些年来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卷积神经网络开始应用于机器视觉追踪人体目标。

卷积神经网络常用于图像对象检测和分类，然而在实际环境中人体目标的外观变化或环境

背景中的随机变化等情况下，它们的表现往往不佳。在线学习方法
[11]
的提出成功应对了这

些问题，其特点在通过动态调整模型权重，不断更新模型。

除了让机器人通过视觉传感器“认住人”，部分学者还引入了预测人体目标的运动轨

迹从而使机器人更加稳定地跟随人体目标，如使用多模态人体目标检测和考虑障碍的人体

目标运动模型来预测用户未来的路径
[9]
、通过深度贝叶斯轨迹预测方法预测用户路径

[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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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务机器人，跟随机器人与用户的交互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跟随机器人与用

户会相隔一段距离，接触式交互显得不自然，因此非接触式远程交互是用户与跟随机器人

交互的首选方式。语音交互是用户与机器人最为自然的交互
[12]
，但其受环境噪音影响较大。

手势交互、肢体动作交互
[13]
和面部表情识别交互

[14]
等也在服务机器人中得到应用。

1.2.2 目标追踪器算法研究现状

目标追踪器算法发展较为成熟，其基本思路为建立一个外观模型，然后用此外观模型

对图像中区域匹配与外观模型相似的目标。目前目标追踪器算法的发展方向为：（1）减

轻背景相似干扰、光照条件的变化、遮挡等外界因素对追踪的影响；（2）降低目标的姿

态、尺度、运动速度等内在因素对追踪的影响；（3）提高在实际应用中的速度。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Boris Babenko 和 Ming-Hsuan Yang 等提出一种在线多示例学习的鲁

棒性目标追踪器
[15]
。如下图 1.5 所示，算法通过在线训练一个判别分类器，将目标从背景

中分离出来。这个分类器使用当前追踪器状态从当前帧中提取正例和反例来引导自己追踪

正确的目标。他们构造一组单例的这样的分类器，组成一个分类器的集合，用多示例学习

的方法确定最优分类器组合，然后再对每一个粒子进行分类。然而算法在提取样本不充分

时会产生模板漂移，导致追踪精度下降。

David Held、Sebastian Thrun 等提出一种使用回归网络进行通用对象跟踪的追踪器
[16]
，

如下图 1.4 所示，该算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对光照变化和视点变化具有较高鲁棒性，但

对稍被遮挡的目标处理效果不佳。

Alan Lukežic、Tomáš Vojír 等提出一种具有通道和空间可靠性的判别相关滤波器

（Discriminative Correlation Filter with Channel and Spatial Reliability，DCF-CSR）[17]
，将信

道和空间可靠性的概念引入到判别相关滤波器追踪中，信度分数反映了学习滤波器的信道

质量，并作为特征加权系数用于定位，改善了对非矩形区域或对象的追踪效果，为对象跟

踪提供了更高的精度。

图 1.4 基于回归网络的追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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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基于在线多示例学习的视觉追踪

1.2.3 人体骨架提取算法研究现状

目前，通过深度学习结合图像处理的方法是人体骨架提取与姿态估计的学术界的主流

方法，人体姿态估计算法根据提取步骤可分为自下而上的算法和自上而下的算法。自上而

下的算法首先利用目标检测算法检测出单个人，得到边界框，然后在每一个边界框中检测

人体关键点，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人体骨架；自下而上的算法对整个图片进行人体关键点部

位的检测，再将检测到的部位拼接成一个完整骨架。人体姿态估计算法在机器视觉应用领

域用途广泛，如人机交互、健康监测等。

Leonid Pishchulin 和 Eldar Insafutdinov 等提出一种基于联合子集划分与标记的多人姿态

估计算法 Deepcut[18]，如下图 1.6 所示。算法利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关节检测器对人体

关节进行检测再进行拼接。Deepcut 使用了自适应的 Fast R-CNN 进行人体的检测，同时又

使用线性整数规划进行人体姿态估计，所以计算复杂度非常大，占用计算资源多。

上海交通大学的 Hao-Shu Fang 和 Shuqin Xie 等提出一种区域多人姿态估计算法

AlphaPose[19]
，如下图 1.7 所示，算法使用对称空间变换网络抽取高质量的单人区域，再对

区域内的人体进行姿态估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体骨架提取算法。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感知计算实验室的 Gines Hidalgo 和 Zhe Cao 等提出了一种利用部

位亲和度向量场（Part Affinity Fields）进行实时多人二维姿态估计的人体姿态估计算法

OpenPose[20]
，通过多层网络自下而上地对人体骨架进行提取，效果如下图 1.8 所示。其结

合卷积神经网络和 Hungarian 算法，使得人体姿态估计的速度加快，实时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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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Deepcut 算法 图 1.7 AlphaPose 算法

图 1.8 OpenPose 算法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首先在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框架下结合 DCF-CSR 追踪器算法和

OpenPose 人体骨架提取算法实现对目标人体稳定的追踪方法，同时将该追踪算法移植到实

体移动机器人上，并结合运动控制算法和基于人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实现开发完整的跟

随机器人。通过仿真实验以及实体机器人实验证明了此追踪算法能稳定的追踪目标人体和

实体机器人能对目标人体进行稳定的跟踪和交互，本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课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并简要介绍了当前跟随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和研

发策略方案，同时简单叙述了本课题中涉及的目标追踪器算法以及人体骨架提取算法的典

型代表算法。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在 ROS 机器人系统下实现目标人体追踪用到的主要算法，分别是目

标追踪算法中的 DCF-CSR 算法及人体骨架提取算法中的 OpenPose 算法，同时提出结合

DCF-CSR 追踪器算法与 OpenPose 算法的目标人体追踪方法。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用于本课题的实体移动机器人平台以及本课题设计之跟随机器人的

运动控制算法和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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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为实验验证部分，包含一个在 Gazebo 仿真环境的仿真实验和一个实体机器人实

验，通过实验证明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具备稳定的跟踪目标人体的能力。

第五章是对本文的工作总结以及本课题的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展望。

2.基于 ROS 的结合 DCF-CSR 与 OpenPose 算法的人体追踪方法

2.1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介绍

机器人操作系统（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是一种能够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控制

的分布式计算、通信框架。ROS 的核心在于节点（node）、主题（topic）以及服务（service）。

2.1.1 ROS 的节点

ROS 中的节点可分为主节点（master）和用户节点，主节点只有一个，而用户节点可

以有多个。主节点由 ROS 提供，每个用户节点是用户编写的 ROS 程序包中的一个可执行

文件，且运行时需要先向主节点提交注册。主节点与用户节点、用户节点与用户节点间都

能实现通信，如下图 2.1 所示。节点构成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

图 2.1 ROS 节点通信关系图 图 2.2 ROS 主题示意图

2.2.2 ROS 的主题

节点间可以通过发布器和订阅器向主题发布消息和订阅消息进行通信。ROS 中的消息

类型有多种，不同的主题对消息类型有不同的要求，两个通过主题通信的节点需要保持相

同的消息类型。同时，一个主题可以被多个节点订阅，如上图 2.2 所示。



7

2.2.3 ROS 的服务

服务也是节点间的通信方式。与主题通信不同的是，提供某项服务的节点只有一个，

而发起服务请求的节点可以有多个，如下图 2.3 所示。

图 2.3 ROS 服务示意图

2.2 DCF-CSR 追踪器算法介绍

相关滤波器（Correlation Filters，CF）算法在 2010 年 CVPR 上首次被提出应用于目标

追踪任务，未采取深度学习手段的相关滤波器被称为判别相关滤波器（Discriminative
Correlation Filters，DCF）。在此之后判别相关滤波器广泛应用于图像目标追踪的任务中。

DCF-CSR 追踪器算法在 2017 年 CVPR 会议被提出，其在 DCF 的基础上，引入了信道和空

间可靠性的概念，改善了对非矩形区域或对象的追踪效果，为对象跟踪提供了更高的精度。

2.2.1 相关滤波器用于图像目标追踪原理

相关滤波器在信号处理中广泛应用。相关性是描述两个信号之间的联系的概念。相关

性越大，信号越相似。对于信号 f 和 g， f 为信号 f 的复共轭，当两个信号为连续信号时，

其相关性定义为

      dttgtfgf   





（2.1）

当两个信号为离散信号时，其相关性定义为

      nmgmfngf  





（2.2）

判别相关滤波器用于图像目标追踪算法流程如下图 2.4 所示。首先对初始帧中的要追

踪区域进行特征提取，用提取的特征对滤波器进行训练，得到初始的相关滤波器。对于之

后输入的图像的每一帧，对先前预测的区域进行特征提取，接着与 cosine 窗函数相乘，得

到的结果做快速傅里叶变换，再与相关滤波器相乘，最后对相乘的结果做离散傅里叶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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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响应值最大的区域即为目标所在区域。此时新的区域用于训练更新相关滤波器，继续

用于对下一帧图像的目标区域预测。

图 2.4 判别相关滤波器目标追踪

2.2.2 DCF-CSR 追踪器

判别相关滤波器过分依赖于快速傅里叶变换，而快速傅里叶变换要求滤波器的尺寸与

图像块的尺寸相同，这就限制了对目标的检测范围。同时，相关滤波器对非矩形不规则目

标的追踪效果较差以及存在边界效应。DCF-CSR 引入了信道和空间可靠性从而对判别相关

滤波器进行优化，其算法总体过程为构建空间可靠性图、约束相关滤波器的学习、信道可

靠性估计以及最后进行信道和空间可靠性追踪，如下图 2.5 所示为 DCF-CSR 算法流程示

意图，自动估计的空间可靠性地图将相关滤波器限制在适合跟踪的部分，提高了不规则形

状对象的搜索范围和性能；在相关滤波器学习的约束优化步骤中计算的信道可靠性权重降

低了加权平均滤波器响应的噪声。算法总体思路的特点为先给判别相关滤波器加上空域上

的限制再加上信道可靠性，通过增加约束条件实现对目标实现更加精准的追踪。

图 2.5 DCF-CSR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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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OpenPose 算法介绍

OpenPose人体姿态识别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监督学习的开源算

法。该算法可以实现人体动作姿态估计，并且同时适用于单人和多人，对于实时拟合人体

动作骨架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算法的整体流程如下图 2.6 所示为：

（1）将输入的图片经过 10 层 VGG19 网络获取图像特征 F；

（2）再将图像特征 F 同时分别输入到两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预测关键部位置信度

和部位亲和度向量场，如下图 2.7 所示，S 为关键部位置信度网络，L 为部位亲和度向量

场网络；

（3）关键部位的聚类，如图 2.6 c)所示；

（4）将关键部位组装成完整骨架，如图 2.6 d)所示。其中，对部位亲和度向量场网

络的应用和关键部位的聚类方法是算法的核心关键。

a） b） c） d）
图 2.6 OpenPose 算法整体流程

图 2.7 OpenPose 算法中的两个预测卷积神经网络

2.3.1 部位亲和度向量场

部位亲和度向量场保存了整个肢体区域的位置和方向信息，两个关键部位之间由一个

部位亲和度向量场连接。关键部位和肢体的位置置信度 u 由关键部位置信度网络获得。每

个部位亲和度向量场由多个单位向量组成，在处理训练样本时，当图像中某个点处于肢体

的范围内，则在该点创建一个单位向量，并根据人体骨架关键部位的连接关系（如下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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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方向沿两关键部位连线指向对应下级关键部位。如下图 2.9 小臂所示，对于某个

人 k， kj ,1
x 和 kj ,2

x 分别对应右肘和右手首的位置，P 为图像上的某一点， kcl , 为小臂的

长度， l 为小臂宽度，当点 P 位置满足

  kc,kj l ,1
x-pv0  且   l,kj  1

x-pv
点 P 上的部位亲和度向量

   
2,,

,,*
,

12

12

xx
xx

pL
kjkj

kjkj
kc 




（2.3）

算法对人体姿态进行估计时，两个关键部位之间的关联通过计算两个关键部位之间的部位

亲和度向量的积分来测量，对于两个待预测的关键部位的位置
1

d j 和 2d j ，沿它们之间的亲

和度向量场进行积分得到亲和度 E

   duuE
jj

jju

u c

212

121

0 dd
dd

pL 



 



 （2.4）

其中，     21 dd1p jjuu 

图 2.8 关键部位的连接关系 图 2.9 右肘和右手首的连接

2.3.2 关键部位的聚类连接

获得关键部位置信度之后，算法通过非极大值抑制方法获取关键部位在图片中的二维

坐标位置，并将所有关键部位的位置存在集合 JD 中，设
m
jd 为 j类关键部位中的第m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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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坐标，则

    jm
jJ NmJD 1...,1...jfor :d  （2.5）

同时，定义  1,0
21
mn

jjz 表示
m
j1

d 与
n
j2

d 是否需要相连，当 1
21
mn

jjz 时，表示
m
j1

d 与
n
j2

d
属于同一个人体。算法定义关键部位连接情况

      
2121

...1 ,...1 ,...1,for : 21 jj
mn
jj NnNmJjjzZ  （2.6）

当给定两类多个关键部位 1J
D 和 2J

D 时，会有多种连接情况，算法根据（2）式计算
m
j1

d 和

n
j2

d 的由 1J 和 2J 类关键部位连接而成的所有肢体 c 的总亲和度 cE ，并比较选出 cE 最大

时的连接方案对关键部位进行连接，

 
 


1 2

21
maxmax

j j
cc Dm Dn

mn
jjmnZcZ

zEE （2.7）

s.t. 



2

211
1,

jDn

mn
jjj zDm





1

212
1,

jDm

mn
jjj zDn

算法在求解该最大值的优化问题中使用的是 Hungarian 算法。对于所有的关键部位和肢体

的连接聚类问题，本质上是求总亲和度 E最大值的问题





C

c
cZZ
EE

c1

maxmax （2.8）

总亲和度 E取得最大值时的连接方案即为算法对人体姿态估计的最优方案。

2.4 结合 DCF-CSR 追踪器和 OpenPose 算法的追踪人体方法

DCF-CSR 追踪器能对目标进行良好的追踪，但由于目标的周围环境的影响，追踪的效

果会随着时间而变差，甚至在追踪时会出现漂移的情况，并且在目标被完全遮挡后，无法

重新识别目标，不利于机器人对目标人体的追踪。针对 DCF-CSR 追踪器在追踪过程中的

缺点，本课题在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框架下，引入 OpenPose 人体姿态估计算法与

DCF-CSR 追踪器结合，实现机器人对目标人体的稳定追踪。结合两种算法的追踪方法对目

标人体的追踪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初始识别、自动校准以及目标被完全遮挡后的重识别。

机器人通过视觉追踪目标人体总过程如图 2.15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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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初始识别

初始识别阶段为跟随机器人从立体相机获得的实时图像中首次识别目标人体即用户的

阶段。在该阶段，目标人体靠近机器人站在机器人的正前方。在现实环境中，立体相机获

得的图像中可能除了目标人体外还有其他人体图像，OpenPose 人体姿态估计算将视野中所

有的人体骨架拟合，并把全部的骨架信息包括所有骨架关键节点在图像中二维坐标以及它

们所属的人体编号发布到话题/tf_pose 上。DCF-CSR 追踪器程序节点订阅该话题获取其中

每个人体骨架的颈部关键点的二维坐标，通过对每个颈部关键点进行深度匹配筛选出与机

器人立体相机距离最近的颈部关键点，该颈部关键点所在骨架即为目标人体的骨架，颈部

关键点为机器人跟随的跟踪点 t。深度匹配是指获取到的在 RGB 图像上的点 p 的二维坐标

后通过该二维坐标在深度图像中查找到点 p 的深度，如下图 2.10 所示。获取到追踪点 t后，

DCF-CSR 程序在当前的图像帧中在跟踪点 t周围展开一个预设大小的追踪矩形框，框内的

目标人体图像作为初始帧，输入至 DCF-CSR 追踪器中，用于提取特征并开始训练用于追

踪下一帧中目标人体的追踪滤波器。如下图 2.11 所示，新建的矩形框的中心点 c 的二维坐

标为







 





 b

t
t hyyyyxxx

2
),max(,

2
4312

1
（2.9）

其中，点 1-4 分别对应左肩、右肩、左膝和右膝关键点， bh 为使跟踪点落在追踪框内的预

设值，本课题根据立体相机的分辨率将 bh 设为 10。矩形框的宽度 tw 和高度 th 为

bt wxxw  12 （2.10）

btt hyyyh  ),max( 43 （2.11）

bw 为人体的大臂的宽度，本课题将其设为肩宽的 4
1
，即 4

12 xxwb


 。

p p

图 2.10 深度匹配 图 2.11 目标人体初始识别

3 4

c

1 2t

th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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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自动校准

在跟随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过程中，对目标人体的视觉追踪主要依赖于 DCF-CSR 追踪

器。针对 DCF-CSR 追踪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后受人体目标周围的环境影响导致的追

踪漂移和精度下降，如下图 2.12 a）所示。本课题提出的提高持续追踪目标人体精度的方

法是引入自动校准操作，自动校准的频率为在持续追踪过程中每 1秒进行一次。自动校准

的具体操作为：

（1）OpenPose 人体姿态估计算法对当前立体相机获得的实时图像帧中的人体进行骨

架拟合，如图 2.12 b）所示，并把全部的骨架信息包括所有骨架关键节点在图像中二维坐

标以及它们所属的人体编号发布到话题/tf_pose 上；

（2）DCF-CSR 程序节点订阅该话题获取所有的颈部关键点的二维坐标保存在集合P

中，并从集合P 中筛选出在当前 DCF-CSR 追踪矩形框内且与矩形框左上角端点 q距离 ql

最小的颈部关键点作为新的跟踪点 t，对应图 2.12 c）；

（3）删除当前的追踪矩形框，重复初始识别阶段中展开追踪矩形框的步骤，重新在跟

踪点 t按（2.9）（2.10）（2.11）式创建矩形框，如图 2.12 d）所示，框内的目标人体图像

作为输入至 DCF-CSR 追踪器的初始帧，用于提取特征并开始训练用于对下一帧中目标人

体的追踪滤波器。

a） b）

1p

2p

q
t

c） d）
图 2.12 自动校准过程



14

2.4.3 目标人体被完全遮挡后的重识别

在跟随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过程中，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之间存在一段距离，周围的行

人有可能会穿过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之间，造成目标人体的图像完全被遮挡。DCF-CSR 算法

对于部分被遮挡的目标能够很好地重识别，但完全被遮挡的目标难以重识别，如图 2.13 所

示。本课题引入差值哈希算法用以比较图片相似度进而实现对目标人体被完全遮挡后重识

别的操作。

差值哈希算法常用于搜索系统比较图片相似度进而应用于搜索相似的图片，具体操作

流程为：（1）将待对比的图片缩小到 9×8 的尺寸大小；（2）将得到的缩小图片转化成

灰度图；（3）依顺序对灰度图像矩阵的每一行相邻两个像素的灰度值进行相减，全张图

片共获得 64 个差异值；（4）获取 64个处理值，对应差异值为正数或 0 的赋值 1，对应差

异值为负数的赋值 0，按差异值计算的先后顺序排列成 1×64 矩阵，该矩阵为图片的哈希

值；（5）对比多张图片的哈希值，差值越小，图片之间的相似度越高。

差值哈希算法用于重识别的具体过程：

（1）机器人初始识别目标人体阶段，当机器人识别到目标人体并且 DCF-CSR 追踪器

框选到目标人体后，追踪框内的图片转化为哈希值并作为模板保存；

（2）机器人持续追踪目标人体时，每次自动校准后，记录当前追踪框内的目标人体颈

部关键点的二维坐标，追踪框内的图片转化为哈希值，与模板的哈希值进行相减对比，当

差值大于预设阈值 S 时，认为此时目标人体丢失，校准失败，启动重识别机制，否则继续

对目标人体进行持续跟随；

（3）启动重识别机制后，机器人停止运动，对立体相机的实时图像中的所有人体进行

骨架拟合，获取所有人体骨架的颈部关键点的二维坐标，筛选出与前一次成功校准时记录

的目标人体颈部关键点距离最近的颈部关键点，按（2.9）（2.10）（2.11）式创建矩形框，

并将矩形框内的图片转化为哈希值，与模板的哈希值相减对比。

（4）若步骤（3）中与模板的差值小于预设阈值 S，则认为此时重新找到目标人体，如

下图 2.14 所示，此时的追踪框内图片重新作为初始帧输入到 DCF-CSR 追踪器，退出重识

别机制，继续后面的跟踪；

（5）若步骤（3）中与模板的差值大于预设阈值 S，则认为此时重识别失败，重新进

行步骤（3），直至重识别成功。若 4 秒内未能成功重识别，机器人则停止跟随任务以及

通知用户即目标人体，等待人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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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目标人体被遮挡 图 2.14 重识别成功

图 2.15 跟随机器人追踪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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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接着介绍了本课题所涉及的 DCF-CSR 追踪器

和 OpenPose 人体姿态骨架提取算法。同时着重说明了本课题提出的一种结合 DCF-CSR 追

踪器和 OpenPose 算法的目标人体追踪方法，包含初始识别、自动校准以及重识别。该方

法将在仿真实验和实体机器人上进行验证。

3.跟随机器人平台及功能设计

3.1 跟随机器人平台介绍

本课题使用的机器人为汕头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室内服务机器人

STELLAX，并根据本课题提出的跟随策略的需要作出了相应的结构硬件上的优化改进。

改进后的室内服务机器人 STELLAX 结构上可分为五层，如下图 3.1 所示：底层为安

装有三个全向轮的移动平台，每个全向轮配备一个独立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以及一个独立

的电机驱动器，三全向轮的设计使得移动平台具备往各水平方向移动的灵活运动能力；底

部控制层安装有 STM32 单片机、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以及机器人各个供电电路

的开关，STM32 单片机接受来自工控机的指令并将相应的速度指令传送给底层的电机驱动

器执行，同时收集电机驱动器反馈的全向轮运动信息向上传送至工控机，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扫描机器人周围的环境障碍信息用于机器人的实时避障运动；工控机层安装

有一台计算能力较弱功耗较低的小型工控机，该工控机接收来自 STM32 单片机的全向轮

运动信息、REALSENSE D415 立体相机的实时图像信息、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扫描的环境信息以及来自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的目标人体骨架信息，同时将运动控制程序

的运动指令传送给 STM32 单片机，将 REALSENSE D415 立体相机采集的实时图像信息传

输至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计算层为高性能且专用于深度学习的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

用于运行占用计算资源大、实时性要求高的人体骨架拟合算法 OpenPose，输入为来自下层

工控机的图像信息，输出为人体骨架信息；机器人的加高顶层安装了立体相机 REALSENSE
D415，用于收集目标人体的实时图像信息，同时加高的顶层使得该立体相机在观察目标人

体时有更好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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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改进后的室内服务机器人 STELLAX 设计图

如下图 3.3 所示为机器人各部分的通信示意图。底层三个电机驱动器与 STM32 单片机

通过 RS485 串口进行通信，STM32 单片机通过 RS232 串口与工控机进行通信，工控机分

别与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和立体相机 REALSENSE D415 通过 USB 串口进行通

信。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通过网线与工控机构建局域网，通过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分

布式计算架构机制在 TCP/IP 协议下进行数据传输。

图 3.2 STELLAX 实物图 图 3.3 机器人各部分通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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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运动控制

跟随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上层追踪算法和实时避障算法得到的运动速度数据，包括

在机器人坐标系 x、y 轴方向上的速度 xv 、 yv 以及自转速度，通过 ROS 机器人操作系

统的消息发布机制发布到/cmd_vel 话题上供底层运动控制程序订阅执行。STM32 单片机通

过串口接受到运动速度数据后，通过（3.1）式转化为底层三个全向轮的速度 1v 、 2v 和 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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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机器人全向轮底层

3.2.1 跟随运动控制

通过应用 DCF-CSR 追踪器和 OpenPose 算法结合的追踪算法，机器人能稳定地在环境

中辨认出目标人体。在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的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为机器人与目标人体

保持适当的距离，且目标人体处于机器人的立体相机视野的正中央。在本课题设计的跟随

机器人跟随运动采用的是比例控制，机器人直线速度和自转速度的控制框图如下图 3.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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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所示。下图 3.7为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的俯视图，图 3.8 为目标人体在机器人立体相机

视野中的位置，其中点 t为通过第二章所述的追踪算法获得的位于目标人体上的追踪点。

对于图 3.7， l为立体相机测得的当前机器人与目标人体追踪点 t的在机器人坐标系 x 轴方

向上的距离， 0l 为预设的理想状态下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保持的距离，当前机器人在机器人

坐标系 x 轴方向上的速度 xv 为

  cx vllv  0 （3.2）

其中， cv 为预设的在机器人坐标系 x 轴方向上的单位移动速度。在此式中，当 xv 为负值

时，当前机器人与目标人体的距离 l小于理想状态下的距离 0l ，机器人会适当后退以达到 0l

距离，使立体相机从更好的视野观察目标人体的运动。

图 3.5 机器人直线速度比例控制框图

对于图 3.8， r为目标人体追踪点 t与立体相机视野中轴线的距离，机器人通过自转使

追踪点 t位于立体相机视野中轴线 L 上，机器人自转的速度为

c
wr  





 

2 （3.3）

其中，w为通过立体相机获得的图片的宽度， c 预设的机器人单位自转速度。若计算得

到的机器人自转速度为负值，此时追踪点 t位于立体相机中轴线 L 以左，机器人会获得

顺时针方向、数值为  的自转速度以使追踪点 t逐渐靠近立体相机中轴线 L。直线速度 xv
和自转速度构成了机器人跟随人体的运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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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机器人自转速度比例控制框图

L

t
r

图 3.7 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俯视图 图 3.8 机器人立体相机视野

3.2.2 实时避障运动控制

跟随机器人在跟随目标人体前进时，需要对前进路径上的障碍进行自主实时规避。由

于视场角有限的立体相机安装在机器人的顶部，对于机器人下部遇到的障碍难以精确测

量，并且通过视觉传感器构建实时三维地图的方式规避障碍的策略对机器人机载运算能力

要求过高。从机器人的成本以及避障效果的角度出发，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使用的是

二维激光扫描仪对路径上的障碍进行测量并通过算法对障碍进行实时规避。

（1）二维激光扫描仪数据获取

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使用的二维激光扫描仪是 RPLIDAR A3，其测量指标参数如

下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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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参数

指标 数值

测量距离 0.2-25 米

角度范围 0-360°

采样频率 16kHz

角度分辨率 0.225°

扫描频率 典型值：10Hz（5Hz-15Hz 可调）

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通过 USB 接口与工控机连接以及传输数据。启动激光扫

描仪后，RPLIDAR A3 通过驱动程序以 10Hz 的频率向/scan 主题发布激光数据，其中包含

了扫描的时间、扫描的角度范围、与障碍物的距离长度等用于感知激光扫描仪周围环境的

实时数据。如下图 3.9 所示为 RPLIDAR A3 二维激光扫描仪数据在 RVIZ 可视化软件中的

表现，红点为激光扫描至障碍物反映的数据可视化模型。

图 3.9 二维激光扫描仪可视化数据

（2）实时避障

跟随机器人在跟随目标人体的过程中，安装在机器人平台的二维激光扫描仪 RPLIDAR
A3 持续对机器人周围环境进行扫描。如下图 3.10 所示，当激光扫描仪扫描到存在与激光

扫描仪距离 d 小于阈值 0d 时，机器人会产生一个沿机器人坐标系 y 轴且方向与障碍相对

机器人方向相反的躲避速度 av

sin escapea vv
（3.4）

其中， escapev 为预设的单位躲避速度， 为障碍的位置在激光扫描仪的扫描角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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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跟踪目标人体产生的沿机器人坐标系 x 轴方向的速度 xv 与 av 合成总的移动速度 v

ax vvv 
（3.5）

移动速度 v与机器人跟踪目标人体产生的自转速度 被发布到/cmd_vel 主题供机器人底

层运动控制程序订阅执行，实现平滑的实时避障过程。

图 3.10 机器人避障示意图

3.3 机器人与用户的交互

与用户进行交互的功能是服务机器人的重要功能。目前大部分服务机器人通过增添语

音识别模块对用户的语音指令进行识别进而完成相应的任务来完成整个交互过程。对于跟

随机器人，特别是类似于本课题中设计的跟随于目标人体后面的跟随机器人，机器人与用

户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机器人周围的环境噪声会降低机器人对用户语音指令识别的准确

度，不利于人机交互的进行。如何能读懂跟随的目标人体的指令，同时能使整个过程自然

而不突兀，是本课题对跟随机器人的研究设计开发内容之一。

3.3.1 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

为降低成本，同时获得良好的交互效果，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通过立体相机识别

人体目标的动作指令来完成人机交互。跟随机器人对目标人体的动作识别是通过前章所述

用于辅助追踪目标的 OpenPose 算法实现。运行于跟随机器人计算层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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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OpenPose 算法接受到来自工控机的实时图像流输入后，对视频流中的目标人体进行运

动骨架姿态估计拟合，并对获得的骨架进行分析分类。目前基于对跟随机器人跟随用户过

程中需求的考虑，本课题初步拟定了三类的人体动作及其对应的机器人执行的任务，如下

表所示：

表 3-2 动作交互指令表

动作 机器人执行的任务

用户双臂自然下垂 正常跟随

用户向上举起左臂 暂停跟随

用户向上举起右臂 开始跟随/恢复跟随

3.3.2 动作识别

在获得目标人体的骨架各个关键节点在图片中的二维坐标后，运行于英伟达 TX2 计算

单元的程序根据骨架中各关键节点的相对位置关系对目标人体的动作进行分析，从而对当

前目标人体的姿态进行归类到上述三类动作中。在本课题中应用的动作分析，关注的骨架

关键点为颈部、左臂肘关节和右臂肘关节，分别对应点 1、2、3，并设对应的二维坐标为

 11, yx 、  22 , yx 和  33 , yx 。

（1）双臂自然下垂

骨架的状态如下图 3.11 a）所示，该动作的判断特征为双臂的肘关节均在颈部关键点的

下方，对应的数学关系为 12 yy  且 13 yy  。

（2）举起手臂

举起左臂和举起右臂的骨架状态分别如下图 3.11 b）和 c）所示。判断该两类动作的关

键特征在于其中一只手臂的肘关节位于颈部关键点的上方，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位于颈部

关键点的下方。举起左臂时三个关键点位置对应的数学关系为： 12 yy  且 13 yy  。举

起左臂时三个关键点位置对应的数学关系为： 12 yy  且 13 y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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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3.11 人体肢体动作骨架

3.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将搭载本课题提出的目标人体追踪方法的移动服务机器人 STELLAX，

并介绍了机器人在执行跟随目标人体任务时的跟随运动控制、实时避障运动控制以及基于

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第二章与本章的内容构成了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的主

要部分。

4.跟随机器人功能实验

4.1 基于仿真平台 Gazebo 的仿真实验

仿真是对算法测试的重要环节，尤其对于搭建时间较久且制造成本较高的服务机器人，

先对控制算法进行仿真能有效节省在实体机器人平台的调试时间，提高开发效率。Gazebo
是一款与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高度适配的机器人仿真软件，它能通过强大的物理引擎和建

模能力模拟室内和室外的机器人运行环境，各种各样的插件使尚在设计阶段的机器人模型

拥有在真实物理世界的运动能力和感知周围环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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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仿真实验设置

为保证仿真测试环境与现实环境有高度的相似性，仿真环境中使用的机器人模型为在

SOLIDWORKS 设计软件中导出的 STELLAX 机器人模型，如下图 4.1 所示，与现实中的

STELLAX 机器人结构一致。仿真机器人模型上的传感器参数也与现实机器人的传感器参

数保持相似：仿真用到的立体相机模型获取图像的分辨率为 640×480，每秒 30 帧的刷新

率并且在每一帧 RGB 图片的每一个颜色通道中加入均值为 0、方差为 0.01 的高斯白噪声；

二维激光扫描仪模型扫描的角度与现实中 RPLIDAR A3 的设定一致为-90°到 90°，同时

也在获取的激光数据中加入均值为 0、方差为 0.01的高斯白噪声。

图 4.1 STELLAX机器人仿真模型 图 4.2 二维激光扫描仪模型扫描环境信息

仿真的环境为 10 米×6 米的封闭环境，如下图 4.3 所示，其中设置了箱子作为环境中

的障碍进而测试机器人基于二维激光扫描仪的实时避障算法；同时，环境中设置了两个可

以移动的人体模型，其中一个为机器人将要跟随的目标人体，另一个为机器人在跟随目标

人体的过程中穿过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之间的干扰人体，从而测试机器人对目标人体的跟随

运动控制算法以及重识别机制。

为使仿真实验与设计的机器人控制架构相似，仿真实验使用的是在 ROS 机器人操作系

统多分布式运算配置下的运算能力较弱的英特尔酷睿 6 代 CPU 笔记本和英伟达 TX2 计算

单元。仿真实验仿真实验的具体步骤为：

（1）在笔记本上运行 ROS 主节点并启动仿真实验的实验环境，加载 STELLAX 机器

人的模型、目标人体模型以及干扰人体模型，以及启动 DCF-CSR 追踪器算法程序、机器

人运动控制算法程序节点；

（2）配置好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以笔记本为主机接入到笔记

本的 ROS 主节点中，启动 OpenPose 人体骨架运动姿态估计算法程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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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笔记本上通过控制目标人体模型按照设定的路线（下图 4.4 中黄色路线，e 点

为路线终点）进行移动，且在经过障碍物时目标人体模型尽量贴近障碍物模拟现实中目标

人体绕开障碍以达到测试实时避障算法的目的。

（4）当目标人体模型到达下图 m 点和 n 点时，通过控制干扰人体模型穿过机器人与

目标人体模型之间，模拟现实中其他人体穿过跟随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之间的突发情况，测

试机器人重识别机制。

目标人体模型

干扰人体模型

环境障碍物

跟随机器人模型

图 4.3 仿真实验环境

m
n

e

图 4.4 仿真实验目标人体模型移动路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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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图 4.5 仿真实验目标人体和跟随机器人的移动路径

上图 4.5 为仿真实验中目标人体的运动路径（黄色）和跟随机器人实际移动路径（绿

色）。根据仿真实验中的路径结果，本课题提出的跟踪目标人体的方法能使跟随机器人稳

定的跟随目标人体，并且面对其他非目标人体干扰后能重新识别目标人体，同时运动控制

算法能实现实时避障。

4.2 实体机器人实验

本课题设计的追踪目标人体的方法、运动控制算法以及基于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

移植至室内移动机器人 STELLAX 上进行实验验证。

4.2.1 实验设置

实验在汕头大学新行政楼一楼进行，其中包含狭长走廊、房间入口和室内空旷场地。

下图 4.6 为实验环境的平面地图，点 s 为目标人体的初始位置，点 g 为跟随机器人的初始

位置，点 f 为目标人体行进路线的终点，黄色路线为实验中目标人体的行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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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

s

图 4.6 实体机器人实验环境平面图

具体实验步骤为：

（1）开启 STELLAX 机器人的工控机，运行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主节点，启动

DCF-CSR 追踪器程序节点和运动控制程序节点；

（2）开启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配置局域网设置，与工控机处于同一局域网环境下，

接入工控机 ROS 主节点，启动 OpenPose 算法程序节点以及肢体动作识别程序节点；

（3）为记录实验中的目标人体和跟随机器人在环境中的移动轨迹，目标人体需另外手

持一个二维激光扫描仪，该二维激光扫描仪与跟随机器人的工控机连接，手持二维激光扫

描仪和跟随机器人机载二维激光扫描仪RPLIDAR A3获得的激光数据输入至工控机运行的

Hector-SLAM 算法节点从而记录目标人体与跟随机器人在环境中的移动轨迹；

（4）目标人体背对站在机器人一米距离前，机器人对目标人体进行初始识别；

（5）目标人体在环境中行走，在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过程中，目标人体随时绕过环境

中的障碍，干扰人体随机从机器人与目标人体之间穿过。

（6）在测试跟随功能的过程中，同时测试机器人对目标人体肢体动作指令的识别，即

在跟随过程中目标人体随机举起右手和举起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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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实体机器人实验结果分析

图 4.7 实体机器人实验目标人体和跟随机器人的移动路径

上图 4.7 为实体机器人实验中目标人体的运动路径（黄色）和跟随机器人实际移动路

径（红色）。实验结果表明，该跟随机器人系统能够成功地跟踪目标，并在跟踪过程中保

持与目标的安全距离，同时能识别目标人体的肢体动作指令。实验验证了本课题设计的跟

随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的方法和运动控制算法以及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的

稳定性、有效性。

4.3 本章小结

本章分别介绍了仿真实验和实体机器人实验。仿真实验在 Gazebo 仿真环境中验证了

本课题设计的跟随机器人的人体追踪方法和运动控制算法的可行性，实体机器人实验在现

实环境中验证了搭载了人体追踪方法、运动控制算法以及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

略的跟随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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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全文工作总结

服务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跟随特定人体是服务机器人的重要功能。本

文总结了跟随机器人的研发现状，着重介绍了判别相关滤波器 DCF-CSR 算法和人体骨架

拟合算法 OpenPose，并结合该两个算法提出一种稳定的机器人追踪目标人体方法，同时结

合自主研发的室内服务机器人 STELLAX 实现功能完备的跟随机器人。本文的主要研究成

果如下：

（1）提出一种追踪目标人体的方法：本课题在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框架下提出一

种结合 DCF-CSR 追踪器算法和 OpenPose 算法的目标人体追踪方法，包含初始识别、自动

校准以及重识别，能稳定地追踪移动中的目标人体。

（2）开发跟随机器人：本课题在自主研发的室内服务机器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添

加了提高机器人机载计算能力的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并从机器人在执行跟随目标人体任

务时的跟随运动控制、实时避障运动控制以及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策略三个方面

对 STELLAX 机器人进行开发，同时将提出的追踪方法移植至 STELLAX 机器人上，实现

了机器人的跟随功能。

（3）验证了跟随机器人的功能：本课题通过在 Gazebo 仿真平台的仿真实验以及在现

实环境中的实体机器人实验，验证了机器人对目标人体的跟随功能、跟随过程中的实时避

障功能以及基于人体肢体动作的人机交互功能。

5.2 未来研究展望与方向

本课题提出的追踪目标人体方法和开发的跟随机器人存在的问题及日后的研究工作

主要包括：

（1）对于突然完全消失的目标人体，例如在直角转弯处目标人体的突然转弯，跟随

机器人的重识别将无法找到丢失的目标人体；解决这类问题，可通过加入对目标人体运动

的预测进行解决，提高机器人跟随目标人体的鲁棒性。

（2）本课题在机器人上添加了英伟达 TX2 计算单元，机器人的机载运算能力得到提

高，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机器人的功耗以及使机器人的结构更加复杂臃肿。解决这类

问题，结合云计算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例如将本课题中运算量较大的 OpenPose 算法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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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服务器运行，将拟合的人体骨架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给机器人，减低机器人的机载

本地运算压力。但由于无线网络传输往往具有较高的延时性，不利于机器人对目标人体骨

架的实时判断，这也是云计算面对的挑战。随着 5G 等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无线网络传

输实时性将会提高，“云计算+机器人”的策略会使本课题开发的跟随机器人更加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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