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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鲁棒的基于全向视觉的足球机器人自定位方法

卢惠民，张 辉，杨绍武，郑志强
（国防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针对 RoboCup中型组机器人足球比赛环境高度动态的特点和现有定位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鲁棒
的基于全向视觉的自定位方法．该方法结合使用粒子滤波定位和匹配优化定位，同时还设计了基于图像熵的摄像机

参数自动调节算法以使全向视觉的输出能够适应光线条件的变化．实验结果表明，通过使用该方法，机器人能够在

实时获得高精度自定位的同时实现可靠的全局定位，并对遮挡、光线条件变化等环境动态因素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关键词：足球机器人；全向视觉；自定位；RoboCup
中图分类号：TP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446(2010)-04-0553-07

A Robust Self-Loc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Omnidirectional Vision for Soccer Robots

LU Huimin，ZHANG Hui，YANG Shaowu，ZHENG Zhiqiang
(College of Mechatronics and Autom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gh dynamics of robot soccer competition in RoboCup Middle Size League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current self-localization methods, a robust self-loc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omnidirectional vision is proposed. The
method combines the particle filter localization with the matching optim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a camera parameter auto-
adjusting algorithm based on image entropy is also proposed to adapt the output of omnidirectional vision to the dynamic
lighting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global localization can be realized effectively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while highly accurate self-localization is achieved in real-time, and robot’s self-localization is robust to the highly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occlusion and varying ligh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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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RoboCup中型组比赛提供了一个研究多机器人

协调控制、机器人视觉等相关问题的标准测试平台，

其机器人要求是完全自主的．具有在比赛场地中的

自定位能力是足球机器人实现协同协作、运动规划、

控制决策等的基础，特别是根据 2008年以后的新规

则，黄、蓝色的球门均被替换成与人类比赛类似的

白色球网，机器人只有具备自定位能力才可能完成

比赛．而折反射式全向视觉系统是 RoboCup中型组

足球机器人最重要的传感器之一，它具有 360◦ 的水

平视角，能够获取机器人周围场地的全景图像，经

过图像处理可实现目标识别和自定位，以提供机器

人控制决策所需要的环境感知信息．

在比赛过程中，双方共有多达 10个机器人同时
在 18 m×12 m的场地上进行激烈的对抗，因此经常
会出现机器人视觉系统的视野被大量遮挡和机器人

之间碰撞的情况，机器人自定位发生错误的情况也

难以完全避免．同时，尽管目前比赛仍然在室内环

境中进行，但是自然光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引入，

且根据 RoboCup的最终目标，机器人迟早要能够在
户外进行足球比赛．因此，如何使机器人的视觉系

统特别是视觉自定位能力对大量遮挡、光线条件变

化等环境动态因素具有很强的鲁棒性，而且在定位

发生错误的情况下能够可靠地恢复出自定位，即实

现全局定位，在足球机器人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

本文针对 RoboCup中型组比赛环境高度动态的
特点和现有定位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鲁棒的基

于全向视觉的足球机器人自定位方法，该方法结合

使用粒子滤波和匹配优化定位，在高效率地实现高

精度自定位的同时实现可靠的全局定位，同时还设

计了基于图像熵的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方法以使全

向视觉的输出能够适应光线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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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Related research）

近十年来，研究人员针对 RoboCup的中型组足
球机器人先后提出了一些基于全向视觉的自定位方

法，主要有以下 4种：
①提取黄、蓝球门、立柱等地标点，实现几何

三角定位 [1]；

② 使用 Hough 变换等方法提取场地白色标志
线并使用球门、立柱信息判断直线归属，实现几何

定位 [2-3]；

③粒子滤波定位方法，也称为蒙特卡洛定位方

法 [4-5]；

④基于匹配优化的自定位方法 [6]．

随着新规则去除了黄蓝球门和立柱，前两种定

位方法已经无法继续使用，且其精度和稳定性也较

差，因此粒子滤波定位和匹配优化定位方法成为最

常用的两种足球机器人自定位方法．

2.1 粒子滤波定位方法

粒子滤波定位是基于贝叶斯滤波框架的马尔可

夫定位的有效实现，是一种基于采样／重要性采样

（SIS）的定位方法．使用 N 个粒子点的集合 S = {sss1,

· · · ,sssN} 表示机器人定位值在状态空间的分布，其
中每个粒子点 sssi = 〈llli, pi〉包括机器人可能的定位值
llli = 〈xi,yi,θi〉和权重 pi，

N

∑
i=1

pi = 1．在机器人定位过

程中，以下 3个步骤循环进行：
①基于权重的重采样：对集合 S进行 N 次随机

重采样，粒子 sssi 被重采样的概率正比于其权重 pi，

获得由 N 个粒子点组成的新集合 S′．
②用运动模型 P(lll|lll′,aaa)来更新所有的粒子点．

对每个粒子
〈
lll′, p′

〉 ∈ S′，从密度分布 P(lll|lll′,aaa)中随
机抽取一个 lll，将新的粒子 〈lll, p′〉加入 S中，其中 aaa
为机器人的运动信息．

③观测更新和权重计算：采用视觉感知输入 ooo
来更新机器人的可能定位值的置信度．每个粒子点

〈lll, p′〉的新权重为 p = αP(ooo |lll ) p′，其中 α 为归一化
因子，使得所有粒子点的权重之和等于 1．机器人自
定位结果通过对所有粒子点加权求和得到．

传统的粒子滤波定位算法将大量时间用于计算

权重已经较低的粒子，这些粒子对定位结果没有什

么贡献，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文 [7]提出了一
种高效的粒子滤波定位算法，该算法自适应调整粒

子数量，在机器人自定位已经足够准确的情况下，

甚至只需要一个粒子来实现定位跟踪．

2.2 匹配优化定位方法

匹配优化定位方法主要思想是将机器人观测到

的特征点与环境信息作匹配，定义误差函数，并通

过优化算法寻找机器人自定位的最优解以使误差函

数最小化．定义 (ox
i ,o

y
i )为机器人检测到的视觉特征

点在机器人体坐标系下的坐标值，机器人定位值为

世界坐标系下的 (x,y,θ)，将特征点从机器人体坐标
系转换到世界坐标系中为

oooi =


 x

y


+


 cosθ −sinθ

sinθ cosθ





 ox

i

oy
i


 (1)

该值与场地上该特征点的真实位置的偏差可定义为

d (oooi)，因此机器人自定位问题可建模为求解如下优
化问题：

min
x,y,θ

n

∑
i−1

e(d(oooi)) (2)

其中，n为视觉特征点的个数，e(t)函数定义为 1−
c2

c2 + t2，c为常量．文 [6]使用 RPROP算法来优化计

算出机器人自定位的数值解．同时，由于完全依赖

视觉信息的定位总是会受图像噪声等因素的影响，

定位存在一定抖动，因此该方法还融合了电机编码

器获得的里程计信息来实现机器人稳定精确的自定

位，具体算法描述参见文 [6]．
2.3 两种自定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

前面介绍的两种自定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粒

子滤波定位能够有效解决机器人的全局定位，在定

位失效时恢复自定位，即解决机器人绑架问题，但

是由于需要使用大量的粒子点才能很好地逼近机器

人自定位的真实后验概率密度，而粒子点的数量直

接影响定位算法的复杂度，因此粒子滤波定位算法

的精度和计算效率是相矛盾的，也就造成了其定位

精度和效率相对较低．而匹配优化定位通过最小化

式 (2) 中的误差函数搜索出定位结果，理论上其定
位精度仅取决于优化算法本身的计算精度和视觉测

量精度，而且优化算法往往仅需几毫秒即可完成一

帧图像的定位计算，因此匹配优化方法是一种高效

率和高精度的定位算法．但是该方法由于需要根据

机器人的定位初值进行优化计算，即需要已知定位

初值，因此是一种定位跟踪算法，无法解决全局定

位问题．

3 NuBot全向视觉系统（NuBot’s omnidirec-
tional vision system）
全向视觉系统由全向反射镜面和摄像机组成，

其中全向反射镜面起着反射光线的作用，而摄像机

则通过镜头折射来采集图像．全向视觉系统的特性

主要取决于全向反射镜面的形状．文 [8] 设计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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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自内而外分别由双曲线型镜面、水平等比镜

面和垂直等比镜面组成的组合镜面．该全向视觉系

统在 18 m×12 m 的 RoboCup 中型组标准场地上获
取的典型全景图像如图 1所示．由于该全向视觉系
统不是单视点的全向视觉系统，因此本文借鉴文 [9]
提出的免模型的标定方法对其进行距离标定．

图 1 全向视觉系统获取的典型全景图像

Fig.1 The typical panoramic image captured by our
omnidirectional vision system

4 鲁棒的机器人自定位方法（Robot’s robust
self-localization method）
鉴于第 2节中介绍的目前在足球机器人中最常

用的两种定位方法各有其优点和不足，而且高度动

态的比赛对机器人自定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

本文给出一种将粒子滤波和匹配优化定位结合使

用的机器人自定位方法，算法框架如图 2所示．由
于新规则将黄蓝球门替换为白色球网并去除黄蓝立

柱，比赛场地成为两个半场完全对称的环境，因此

本文使用电子罗盘作为机器人的朝向传感器以消除

这种对称性．

本文使用的粒子滤波定位的粒子数为 600，初
始时刻它们在 18 m×12 m的场地上随机分布，其朝
向均设为电子罗盘的输出角度值．粒子滤波中的运

动模型 P(lll|lll′,aaa)描述了机器人位于 lll′ 时运动 aaa后到
达 lll 的概率．机器人的里程计可以获得机器人在世
界坐标系中从时刻 k−1到时刻 k的位置和朝向的偏
移量，分别用 (∆x,∆y)和 ∆θ 表示．因此，根据运动模
型 P(lll|lll′,aaa)将粒子点按照如下公式从 lll′ = 〈x′,y′,θ ′〉
移动到 lll = 〈x,y,θ〉：





x = x′+∆x(1+δx)

y = y′+∆y(1+δy)

θ = θ ′+∆θ(1+δθ )

(3)

其中 δx、δy、δθ 均为 [−0.05,0.05] 内的高斯伪随机
数．

图 2 结合粒子滤波和匹配优化的机器人自定位算法

Fig.2 The robot’s self-localization algorithm combing the
particle filter with the matching optimization

观测模型 P(ooo |lll )描述了机器人位于 lll处而传感
器的输入为 ooo的概率．由于场地中只有白色标志线
可以用于机器人定位，因此本文在全景图像上定义

72条径向扫描线，使用文 [10]中描述的白线点提取
算法检测出图像上的 n个白线点特征 f1, · · · , fn，图

1全景图像的图像处理和白线点提取结果如图 4所
示．每个特征的检测仅仅依赖于机器人的位置和朝

向，而不依赖于其它特征的检测，因此可认为各视

觉特征之间的观测是相互独立的．

P( fi |llli )表示机器人位于 llli 时检测到特征 fi 的

可能性．首先根据式 (1) 将每个特征点的坐标转换
到世界坐标系中，记为 oooi，并使用该值与场地上该

特征点的真实位置的偏差来度量机器人位于 llli 时检

测到特征 fi 的概率，偏差越小，则概率越大．该偏

差可用世界坐标系下该特征点到其最近白线的距离

来近似，记为 d (oooi)．P( fi |llli )定义为：

P( fi |llli ) = exp
(−d(oooi)d(oooi)

2σ 2

)
(4)

其中 σ 为常量．又因为特征之间的观测互相独立，
机器人的观测模型可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获得：

P(ooo |llli ) = P( f1, · · · , fn|llli) = P( f1 |llli ) · · ·P( fn|lll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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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粒子点分布的方差来表征粒子滤波定位是

否收敛，当粒子点分布的方差小于某一阈值时，可

认为粒子滤波大致收敛，机器人已经获得比较准确

的自定位值，机器人以其为定位初值并改为使用匹

配优化定位进行精确高效的定位跟踪．匹配优化中

观测到的特征点与其真实位置的偏差也用世界坐标

系下该特征点到其最近白线的距离来近似．优化算

法也采用文 [6]所使用的 RPROP算法，该算法以误
差函数的一阶导数为梯度，并根据梯度的方向及方

向的变化信息来搜索最优解．匹配优化定位中最后

融合的里程计信息与式 (3)中描述的粒子滤波使用
的里程计信息相同．融合原则为：当视觉信息不确

定性高时，定位结果更多依赖于里程计信息；当视

觉信息精度高时，定位结果更多依赖于视觉信息．

通过如下准则检测机器人自定位发生错误的情

况：匹配优化定位完成后，如果所有观测到的特征

点与其真实位置的平均偏差大于某阈值，且机器人

的朝向定位值与当前电子罗盘的输出值之间的偏差

大于某阈值，则认为自定位存在问题．如果连续 5
帧的自定位存在问题，则认为机器人自定位发生错

误，这时重新启动粒子滤波进行全局定位，恢复出

大致正确的自定位值．

本文提出的结合使用粒子滤波和匹配优化定位

的机器人自定位方法，既保持了粒子滤波和匹配优

化定位的优点，又相互弥补了其各自的不足，使得机

器人在高效率地获得高精度的自定位结果的同时，

还能可靠地实现全局定位．

5 基于图像熵的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算法

（Camera parameter auto-adjusting algo-
rithm based on image entropy）
目前，中型组比赛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了自然光

线，给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及自定位带来了更大的挑

战．本文作者在文 [11]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熵的
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方法，以便在图像获取上实现

一定程度的对光线条件的恒常性．该方法首先使用

香农熵来定义图像熵，定义如下：

S =−
L−1

∑
r=0

pr ln pr−
L−1

∑
g=0

pg ln pg−
L−1

∑
b=0

pb ln pb (6)

L = 256，为 RGB颜色值的离散化级数；pr, pg, pb 分

别为 RGB 颜色分量值 r,g,b 在图像中出现的概率，
可用频率近似．某一光线条件下摄像机参数空间上

的图像熵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本文使用的全向视
觉系统摄像机可调参数仅为曝光时间和增益（摄像

机内部已经实现自动白平衡，因此不作考虑）．

(a)摄像机参数空间上图像熵的分布

(b)另一视角下的摄像机参数空间上图像熵的分布

(c)搜索路径上的图像熵分布

图 3 图像熵分布情况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image entropies

图 3(a)和 (b)中存在着一条图像熵分布的山脊
线（灰色曲线），且该山脊线上图像熵没有明显的

极值．本文作者通过实验验证了该山脊线上图像熵

所对应的所有图像对机器人视觉而言都是较为理想

的，图像熵能够有效地表征图像质量，因而山脊线

上图像熵所对应的摄像机参数对机器人视觉而言也

是合适的参数，实验具体介绍参见文 [11]．因此通
过在摄像机参数空间上定义搜索路径，可将摄像机

参数优化问题简化为 1维优化问题，即沿着搜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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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遮挡情况 (b) 1/8遮挡情况 (c) 1/4遮挡情况 (d) 1/2遮挡情况

图 4 不同遮挡情况下的图像处理和白线点提取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image processing and the detection of white line points under different occlusions

(a)光线条件 1下无遮挡情况 (b)光线条件 1下 1/8遮挡情况 (c)光线条件 1下 1/4遮挡情况

(d)光线条件 1下 1/2遮挡情况 (e)光线条件 2下无遮挡 (f)光线条件 3下无遮挡

图 5 不同情况下的机器人自定位结果

Fig.5 The robot’s self-localization results in different cases

径寻找最大的图像熵，其对应的摄像机参数即为当

前光线条件下的最优参数．本文定义的搜索路径为：

曝光时间＝增益（仅在数值上相等，二者单位不同），

如图 3(a)和 (b)中的黑色曲线所示．沿着搜索路径，
图像熵的变化具有很好的性质，即先单调递增到最

大值，再单调递减，如图 3(c)所示．因此，在优化过
程中很容易搜索到最大图像熵．

根据全向视觉的成像特性，机器人自身始终成

像于全景图像中心，因此本文通过计算全景图像中

心区域的亮度均值的变化来判断光线条件是否发生

变化，以决定是否需要调节摄像机参数．如果该亮

度均值的增幅大于某阈值，则认为光线条件变强，

摄像机参数优化将沿着搜索路径朝曝光时间和增益

减小的方向进行；如果该亮度均值的减幅大于某阈

值，则摄像机参数的优化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在

优化过程中，一组新的参数将被设置到摄像机里，

然后采集新的全景图像来计算图像熵，再与前一组

参数对应的图像熵作比较，以判断是否达到最大图

像熵．该优化过程一直迭代进行，直至得到该搜索

路径上的最大图像熵，也就获得了当前光线条件下

全向视觉的最优图像获取参数．

6 实验结果及分析（Experiment results and
analysis）
本文在 RoboCup 中型组标准场地上进行 3 组

不同的机器人自定位实验来测试所提出的算法的性

能．在实验过程中，机器人由人推着沿场地上的若

干条直线（地毯的缝合线）运动，如图 5和图 6中的
黑色直线所示，机器人实时地计算并存储其自定位

结果（图 5、图 6中的灰色轨迹），再与黑色直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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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以评价定位的精度．

图 6 机器人绑架后的全局自定位结果

Fig.6 The global self-localization after the robot is kidnapped

6.1 遮挡情况下的自定位

本文通过不处理全景图像上的部分区域来模拟

高度动态的比赛过程中出现的视觉系统被部分遮挡

的情况．文中分别设置被遮挡 1/8、1/4、1/2的情况，
图 1全景图像的图像处理和白线点提取结果如图 4
所示，图中的黑色扇形区域即为假设被遮挡的区域．

机器人在没有被遮挡和出现上述遮挡情况下的自定

位结果如图 5所示．定位误差的统计结果如表 1所
示．从图 5和表 1中可以看出，机器人位置定位的
平均误差均小于 8 cm，朝向定位的平均误差均小于
0.064 rad，各种遮挡情况并没有造成机器人自定位
精度的明显下降，表明本文提出的机器人自定位算

法能够实现高精度的机器人自定位，并对遮挡具有

很强的鲁棒性．同时，根据文 [5,7]中给出的实验结
果，其中型组足球机器人使用粒子滤波方法进行了

多组定位实验，获得的位置自定位平均误差基本在

15 cm～ 40 cm，说明相比较原有的粒子滤波定位算
法，本文提出的定位算法能够获得更高的机器人自

定位精度．

6.2 全局自定位

机器人自定位过程中，通过将机器人视觉系统

完全遮挡，再将机器人搬到场地上的新位置，实现

绑架机器人．然后，再使视觉系统继续工作，以测试

本文提出算法的全局定位能力．本实验分别将机器

人从场地上的 A位置绑架到 B位置，再从 C位置绑
架到 D位置，如图 6所示．机器人均能可靠地实现
自定位，表明本文提出的机器人自定位算法能够较

好地实现全局自定位，而这是原有的仅使用匹配优

化定位的方法所无法解决的．

6.3 不同光线条件下的自定位

在这组实验中，本文通过 3种不同的光线条件
下的自定位实验来测试算法对光线条件的鲁棒性．

光线条件 1与 6.1节中的光线条件相同，仅有日光
灯照明，且本节自定位实验中图像处理所用的颜色

查找表均为该光线条件下学习得到的．光线条件 2
则不仅有日光灯光线，还有强烈的太阳光线．该光

线条件下，摄像机使用光线条件 1下的最优参数时
全向视觉输出图像及图像处理结果如图 7(a)和 (b)
所示，使用本文作者提出的基于图像熵的摄像机参

数自动调节算法优化后，全向视觉系统输出的全景

图像及图像处理结果如图 7(c)和 (d)所示．

表 1 不同遮挡情况下的机器人自定位误差统计结果

Tab.1 The statistic result of robot’ self-localization errors under different occlusions

无遮挡 1/8遮挡 1/4遮挡 1/2遮挡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x/cm 5.907 7.334 0 30.724 5.981 7.594 5 32.817 5.732 7.016 3 33.830 7.830 10.017 3 47.035

y/cm 5.967 7.117 2 35.595 7.143 7.313 1 35.036 7.417 7.103 2 30.449 6.946 6.797 5 29.730

θ /rad 0.044 0.051 6 0.286 0.059 0.075 0 0.468 0.064 0.079 6 0.550 0.063 0.080 4 0.530

(a)摄像机参数未优化时 (b)摄像机参数未优化时 (c)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 (d)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
全向视觉输出的图像 的图像处理结果 后全向视觉输出的图像 后的图像处理结果

图 7 摄像机参数未优化时和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后全向视觉输出的图像和图像处理结果

Fig.7 The output images and the processing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camera parameters are optimized



第 32卷第 4期 卢惠民等：一种鲁棒的基于全向视觉的足球机器人自定位方法 559

表 2 不同光线条件下的机器人自定位误差统计结果

Tab.2 The statistic result of robot’ self-localization errors under different light conditions

光线条件 1 光线条件 2 光线条件 3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差 最大误差

x/cm 5.907 7.334 0 30.724 6.416 12.431 0 95.396 2.751 3.5930 16.834

y/cm 5.967 7.117 2 35.595 5.544 7.381 4 33.063 5.867 7.5326 35.173

θ /rad 0.044 0.051 6 0.286 0.067 0.093 3 0.580 0.047 0.0613 0.279

从图 7可看出，该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方法能
够使视觉系统的输出自适应光线条件的变化．光线

条件 3为动态的光线条件，在机器人自定位过程中，
通过打开或者关闭部分日光灯使光线动态变化，机

器人需要自动检测出光线条件的变化，并在线优化

摄像机参数以适应光线的变化．这 3种光线条件下
的机器人自定位结果分别如图 5(a)、(e)、(f) 所示，
其中图 5(f)中的黑点表示机器人检测到光线条件发
生变化并调节摄像机参数时所处的位置．定位误差

的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图表中可看出，尽管使
用的是相同的颜色标定结果，但是机器人在完全不

同的光线条件下均能取得很好的定位结果，表明在

结合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算法后，本文的机器人自

定位算法对光线条件的变化也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图 8 本文提出的机器人自定位算法定位计算所需时间的测

试结果图

Fig.8 The computation time of the proposed robot’s
self-localization method

6.4 算法的实时性能

由于 RoboCup中型组比赛的高度动态性，机器
人的传感器需要尽量快地处理传感器信息以实现对

环境的实时感知．本文测试了所提出的机器人自定

位算法中分别使用粒子滤波（粒子点个数为 600）和
使用匹配优化定位时定位计算所需的时间，每种算

法均测试了 1 000个定位周期，结果如图 8所示，其
中上线为粒子滤波定位计算所需时间曲线，下线为

匹配优化定位计算所需时间曲线．机器人所携带计

算机的处理器主频为 1.66 GHz，内存为 1.0G．从图
8可以看出，当使用粒子滤波时，完成一帧图像的定
位计算所需时间约为 15 ms～ 25 ms，而绝大部分情
况下使用的匹配优化方法完成一帧图像的定位计算

所需时间仅为 1 ms～ 3 ms，因此本文提出的机器人
自定位算法的实时性完全能够满足高度动态的机器

人足球比赛的要求．至于摄像机参数自动调节算法，

由于实际比赛环境中的光线条件不可能高度动态地

变化，往往只需要几个优化周期即可实现摄像机参

数的优化，而在每个周期里完成一次优化调整并将

参数设置到摄像机中需要约 40 ms，因此摄像机参数
的自动调节最多在几百毫秒内就能够完成，比赛过

程中偶尔对摄像机参数进行自动调节对机器人的目

标识别、自定位等环境感知的实时性基本不会造成

影响．

7 结论（Conclusion）
本文针对 RoboCup 中型组比赛环境高度动态

的特点，提出了一种结合使用粒子滤波和匹配优化

定位的基于全向视觉的足球机器人鲁棒自定位方

法，同时还设计了基于图像熵的摄像机参数自动调

节方法以使全向视觉的输出能够自适应光线条件的

变化．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在高效率地获得高精

度自定位的同时实现可靠的全局定位，并对遮挡、

光线条件变化等环境动态因素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使用本文提出的机器人自定位算法的国防科技大学

NuBot机器人足球队 2007～ 2008年蝉联中国机器
人大赛暨 RoboCup中国公开赛的中型组冠军，并在
RoboCup世界杯比赛中进入中型组 8强．同时，本
文提出的算法经过一定的调整也能应用于其它结构

化环境中的移动机器人视觉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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