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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单目相机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方法容易随着场景不断扩大而造成累积误差. 尤其对于
大尺度场景, 误差累积往往非常明显, 导致循环回路无法有效闭合. 虽然集束调整技术能通过闭合循
环回路来有效地消除误差累积, 然而对于大尺度场景, 传统的集束调整方法由于存在内存和效率两
方面的瓶颈, 在实时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上进行应用时会受到很大限制. 本文基于我们之前的离
线运动推断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研制了一个新的面向大尺度场景的单目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系统,
将其中的一些关键技术进行改进和替换, 使之适用于实时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具体来说, 提出了
一种新的基于非连续帧特征匹配的在线回路检测方法, 能自动检测循环回路并高效匹配不同子序列
上的相同特征点, 并采用基于分段的集束调整方法进行高效的回路闭合, 可以在有限的内存空间下
进行高效的全局优化, 消除误差累积. 实验中分别在我们自己拍摄的数据集和 KITTI 数据集上定性
和定量地对比了两个目前最好的单目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系统, 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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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简称 SLAM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即在未知环境中实现
自身实时定位, 同时恢复未知环境的三维结构. SLAM 是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
同时也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等应用中的一项关键的基础技术. 与基于 GPS、惯
导、深度摄像头等硬件传感器的 SLAM 方案相比, 单目 SLAM 仅需一个普通摄像头即可实现同时定
位与地图构建, 其硬件成本和对使用环境的要求都相对较低, 近年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也涌现
了不少优秀的单目 SLAM 系统 [1∼7] . 早期的单目 SLAM 基于文献 [1, 2] 的滤波器, 这类方法的计算复
杂度一般为 O(n3 ), 其中 n 为场景中的三维点数. 因此, 基于滤波器的 SLAM 通常只适用于几百个点
的小尺度场景. 基于关键帧的方法 PTAM [3] 突破了这一局限, 在相同的单位计算时间能得到比基于
滤波器的方法更高的精度 [8] . 如今大多数单目 SLAM 均采用基于关键帧的算法框架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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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键帧的 SLAM 方法, 其核心在于集束调整 [9] . 集束调整简称 BA (bundle adjustment), 算
法同时优化所有关键帧的相机运动参数及三维点位置, 利用该优化问题的稀疏结构, 可极大地提升优
化效率. 然而, 随着场景不断扩展, 优化变量不断增加, BA 仍会遇到内存和效率两方面瓶颈. BA 技术
本身起源于计算机视觉中的运动推断结构 [10] 问题. 运动推断结构简称 SfM (structure from motion),
即通过运动的图像恢复三维信息, 其中包括相机运动参数及场景三维信息. 与需要实时或在线处理的
SLAM 不同, 传统 SfM 是一个离线方法, 所有图像数据均可批量地用于优化. 近年来, 研究者们提出
不少面向大尺度场景的 SfM 方法 [11∼14] , 目前的技术已能处理城市尺度的场景 [15, 16] . 如何将面向大
尺度场景的离线 SfM 技术应用于实时的 SLAM 问题中, 是扩大 SLAM 运行场景尺度的关键.
本文工作正是基于我们在大尺度场景 SfM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14] , 研制了一套面向大尺度场景
的单目 SLAM 系统. 本文第 2 节回顾了单目 SLAM 和 SfM 方面的相关工作. 第 3 节介绍了我们的系
统流程. 第 4 和 5 节描述了我们系统的两部分关键技术. 其中, 第 4 节提出了一种非连续帧特征匹配
方法, 该方法能在线检测循环回路并高效匹配不同子序列上的相同特征点. 第 5 节描述了一种基于分
段 BA 的回路闭合方法, 能突破传统方法在大尺度场景下内存和效率的瓶颈, 同时缓解陷入局部最优.
第 6 节分别定性和定量地对比了两个目前最先进的单目 SLAM 系统, 验证了我们方法的有效性.

2
2.1

相关工作
单目 SLAM

单目 SLAM 可分为基于滤波器和基于关键帧的两类方法. MonoSLAM [1] 是基于滤波器的代表
性系统. 该方法将所有三维点位置及当前帧相机运动参数包含进一个状态变量, 该状态表达为一个高
斯概率分布, 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不断预测并更新系统状态. Civera 等 [17] 提出采用逆深度表达来
参数化三维点. 在逆深度表达下, 深度状态的概率更接近于高斯分布, 并且可以统一处理视差不足的
三维点. Eade 和 Drummon [2] 采用图模型缓解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线性化误差带来的系统状态不一致
现象. 基于滤波器的一类方法最显著的局限在于其 O(n3 ) 的计算复杂度, 其中 n 为三维点数. 因此,
通常这类方法仅限于几百个点的小场景. Murphy [18] 提出, 在已知相机运动的情况下, 所有三维点相
互独立. FastSLAM [19] 利用这一性质, 提出采用粒子滤波器估计相机运动. 每个粒子关联于 n 个用
于估计该状态下三维点位置的卡尔曼滤波器, 从而将计算复杂度降至 O(mn), 并利用树结构进一步降
至 O(m log n), 其中 m 为粒子数. 即使如此, FastSLAM 仍只能处理几万个点的小尺度场景. 此外,
FastSLAM 的精度取决于粒子数 m, 因此在精度和尺度间存在取舍.
基于关键帧的方法 PTAM [3] 比基于滤波器的 MonoSLAM [1] 能处理更大尺度的场景. PTAM 将
定位和地图构建两个任务分配给两个不同线程并行直行. 前台线程负责处理视频流, 只需求解当前帧
方位, 所有三维点位置保持不变, 由此达到实时的计算效率. 后台线程联合优化所有关键帧相机运动
参数及所有三维点位置, 即运行 BA [9] , 恢复精确的三维地图. Strasdat 等 [8] 通过大量实验证明, 以
PTAM 为代表的基于关键帧的方法比以 MonoSLAM 为代表的基于滤波器的方法, 在相同的单位计算
时间内能获得更高的精度. 如今大多数的单目 SLAM 均采用基于关键帧的算法框架. ORB-SLAM [4]
选用具有视角不变性的 ORB 特征 [20] , 并采用词袋技术 [21] 检测循环回路, 从而达到比 PTAM 更高
的精度. 对于大尺度场景, ORB-SLAM 将全局 BA 简化为方位图优化 [22] . 方位图中的节点为关键帧
方位, 不同关键帧之间若存在匹配点则连一条边, 通过对齐点云 [23] 获得两个关键帧间的相对方位约
束. 方位图优化通过相对方位约束全局优化关键帧方位, 无需优化三维点位置, 因此能高效处理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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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场景, 但却牺牲了精度. 为解决场景动态变化对于定位的影响, RDSLAM [5] 显式检测场景的动态变
化, 并采用一种针对动态场景的自适应 RANSAC 方法来提升算法的鲁棒性. LSD-SLAM [6] 为关键帧
恢复半稠密深度图, 并采用直接跟踪法 [24] 恢复相机方位. 在场景纹理较少, 或快速运动导致图像模糊
的情况下, 基于半稠密直接跟踪法的 LSD-SLAM 比基于特征点的 SLAM 方法更为稳定. 然而, 半稠密
直接跟踪法的计算量较大, 很难在移动平台上做到实时. SVO [7] 仅对稀疏的特征点进行直接跟踪, 因
此能达到很高的帧率. SVO 采用了一种深度滤波方法 [25] , 该方法能容忍误匹配对深度滤波的影响, 提
高 SVO 的鲁棒性. 基于关键帧的 SLAM 方法由于需要频繁地使用 BA 来消除误差累积, 在大尺度场
景下随着场景不断扩展, 优化变量会不断增加, 传统的 BA 必然会遇到内存和效率两方面瓶颈.
2.2

面向大尺度场景的 SfM
BA 技术起源于 SfM 问题. 与需要实时或在线运行的 SLAM 不同, 传统 SfM 一般是离线处理的,

所有图像均可批量地用于优化, 其技术已相对成熟 [10] . 目前的技术已能处理城市尺度的场景 [15, 16] .
面向大尺度场景的 SfM 通常有两种方式简化计算. 第一种从稠密的图像集合中抽取稀疏的图像子集,
称为骨架集合 [11] , 只需在骨架集合进行全局优化, 其余图像可通过与骨架集合进行匹配独立求解. 第
二种采用层次策略. Li 等 [12] 提出构造一个场景图, 每个结点为一个子场景, 子场景分别重建后进行融
合. Gherardi 等 [13] 提出将图像集合构造为一棵平衡树, 由叶子结点向根节点层次化重建.
面向大尺度场景的 SfM 瓶颈在于 BA. BA 需要求解一个高维线性方程, 称为舒尔补 (Schur complement) [9] . 传统的 Cholesky 分解需要 O(m3 ) 的计算复杂度, 其中 m 为相机个数. Agarwal 等 [26] , 以
及 Byröd 和Åström [27] , 提出采用共轭梯度法求解舒尔补. 共轭梯度法可以很好地利用舒尔补的稀疏
性, 且设置一个好的预条件算子 (Preconditioner) 可以大大提高共轭梯度法的收敛效率. Wu 等 [28] 采
用多核 CPU 或 GPU 将 BA 的效率提升了数十倍. Ni 等 [29] 提出一种内存交换策略来突破 BA 的内
存瓶颈. 在大尺度场景下, 由于误差不断累积, BA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Crandall 等 [30] 提出一种将离
散优化和连续优化相结合的优化策略, 先采用离散优化获得较好的初值, 再采用连续优化提升重建的
精度.
上述 SfM 多针对无序的图像序列. 我们提出了一种面向大尺度场景的离线 SfM 方法 [14] , 通过延
长特征点的跟踪轨迹, 并将不同子序列上的相同特征点高效匹配起来, 以解决 SfM 的误差累积问题.
此外, 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还提出了一种基于分段的 BA 方法, 能够高效地对长视频序列和多视频序列
进行高效的全局优化, 从而消除重建漂移问题. 本文基于这个工作, 针对实时 SLAM 的需求, 对框架进
行实时化重构, 并对一些关键技术进行改进, 从而实现了大尺度场景下的实时稳定 SLAM.

3

系统流程

对于离线的 SfM 问题来说, 全部数据已事先拍摄得到, 均可参与构建场景地图. 此外, 还可将原
问题划分为若干相对简单的子问题, 比如将大尺度场景划分为若干小场景独立求解后再进行融合. 我
们先前的 SfM 系统 [14] 就是采用这样的思想, 先计算所有图像间的特征匹配关系, 进而对原视频序列
分段, 每段在各自的局部坐标系下独立求解相机运动和场景三维结构, 最后通过不同分段间的特征匹
配关系注册至统一的全局坐标系下. 相比之下, SLAM 仅能利用当前帧和之前采集的信息, 并且必须
实时反馈每一个当前帧的定位结果. 因此, 我们需要设计一套增量式重建的算法框架以满足上述需求.
我们采用与基于关键帧的 PTAM [3] 类似的并行跟踪与三维重建框架. 系统流程如图 1 所示. 场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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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ramework

视频流中抽取的关键帧, 以及附着在关键帧上的稀疏特征点所表达. 定位和跟踪分配到两个线程并行
执行. 前台线程实时处理视频流, 恢复每帧图像对应的相机方位. 后台线程维护关键帧和三维点.
前台线程对每帧输入图像提取特征点. 我们选用的是 SIFT 特征 [31] . 为达到实时的计算效率, 我们
对 SIFT 方法进行了 GPU 加速, 具体实现方法类似 SiftGPU [32] . 对于大尺度场景, 只能选择部分关键
帧与当前帧进行特征匹配. 我们采用与 ORB-SLAM [4] 相同的方式, 通过构造公共可见图 (covisibility
graph) 选择待匹配关键帧. 将公共可见图标记为 G. G 的节点为关键帧, 若关键帧之间存在特征匹配,
则为两节点连接一条边. 我们选择与上一帧存在特征匹配的那些关键帧, 以及这些关键帧在 G 中的相
邻关键帧, 调用基于单应性的特征跟踪 [14] 将局部地图中的特征点跟踪至当前帧. 接着, 我们通过特征
匹配关系恢复当前帧相机方位. 我们采用 EPnP [33] 求解相机方位, 并结合 RANSAC [34] 剔除误匹配.
最后, 我们采用与 PTAM 类似的方法判断当前帧是否跟踪成功, 以及判断是否需要将当前帧选为新的
关键帧. 若当前帧跟踪失败, 则调用非连续帧特征匹配 (第 4 节) 进行重定位.
新加入的关键帧 Fk 唤醒后台线程. 首先, 调用与重定位同样的非连续帧特征匹配方法 (第 4 节),
检测 Fk 是否与已有关键帧构成循环回路. 接着, 调用 BA 联合优化关键帧方位和三维点位置, 以保证
后续帧的跟踪精度. 对于大尺度场景, 全局 BA 存在内存和效率的瓶颈. 我们根据是否存在循环回路,
采用不同的优化策略. 若不存在循环回路, 加入新的关键帧只影响到局部地图, 因此只需进行局部 BA.
我们仅联合优化 Fk 和 G 中与 Fk 相连的关键帧方位, 以及这些关键帧中可见的三维点位置, 其余关
键帧方位和三维点位置保持不变. 若检测到循环回路, 则需要全局优化消除误差累积. 我们采用一种
基于分段的 BA (第 5 节), 突破传统 BA 内存和效率的瓶颈. 最后, 我们将新匹配的特征点三角化 [10] ,
恢复这些点的三维位置, 扩展三维场景.

4

基于非连续帧特征匹配的跟踪与回路检测

我们采用之前提出的基于单应性的特征跟踪方法 [14] 进行连续帧的 SIFT 特征点匹配. 为了获得
更多的特征点匹配, 我们不止在相邻帧 (Ft−1 , Ft ) 之间进行基于单应性的特征匹配, 还在附近选择一
个更早的时刻 t′ , 在 (Ft′ , Ft ) 之间也进行特征匹配, 进一步补充丢失的特征匹配. 我们按 t − 2, t − 3, . . .
的顺序逐一搜索与 t − 1 帧匹配点数大于 300 的那些帧, t′ 为最早的那一帧. 该策略可以提高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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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同时因为 t′ 和 t 之间需要匹配的特征点数不多, 计算量不会增加很大. 这些匹配上的特征点
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特征轨迹. 由于特征轨迹的每个二维特征点都有一个 SIFT 描述量, 为了节省内
存空间, 可以对这些描述量求平均用来表示特征轨迹的描述量. 每匹配完一帧, 可以根据匹配上的特
征点采用 EPnP [33] 并结合 RANSAC [34] 来求解相机方位和剔除误匹配. 如果当前帧的方位与其最邻
近的关键帧的方位差大于一定的阈值, 且当前帧匹配上的三维点小于一定的数目 (在我们的实验中设
为 80)，则将当前帧选为新的关键帧. 由于连续跟踪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误差累积, 为消除误差累积, 我
们需要将非连续帧上的相同特征点也尽可能匹配上.
传统的非连续特征匹配方法, 通常分为两个独立的步骤, 先通过词袋技术 [21, 35, 36] 搜索与当前帧
相似的图像, 再将相似的图像与当前帧进行特征匹配. 然而, 基于词袋的相似性度量往往不能完全反
应两张图像是否存在重叠区域, 因此仅匹配选出来的相似图像对可能会造成很多相同特征点无法匹配
上. 在我们之前的工作 [14] 中, 提出了一个高效的非连续特征跟踪方法, 将这两个步骤整合到一个统一
的算法框架中, 先根据连续帧跟踪得到的特征轨迹的描述量对特征轨迹进行聚类 [37] , 并根据聚类的结
果快速估计出一个初始的匹配矩阵 M . M [k1 ][k2 ] 度量了关键帧对 (Fk1 , Fk2 ) 之间是否存在重叠区域.
关键帧对的特征匹配结果可以用来更新 M , 而变得更加可靠的 M 可以用来更好地选出有重叠区域
的关键帧对进行特征匹配. 然而对于 SLAM 来说, 关键帧数目动态增加, 每帧重新计算匹配矩阵 M
的复杂度太高, 不适合实时处理. 为此, 我们针对实时视频流的特点进行了改进, 算法流程描述见算
法 1. 我们将匹配矩阵替换为一个匹配向量 V , V [k] 度量了关键帧 Fk 与当前帧 Fc 间的重叠程度. V
仅需要一个粗略的估计, 任何先进的词袋技术均可用于初始化 V . 我们采用一个更为简单的实现. 我
们选择与当前帧距离相近的关键帧中可见点的特征跟踪轨迹, 将每条这样的特征轨迹 X 与当前帧作
2NN 匹配 [31] . 2NN 匹配的具体过程为, 为 X 在当前帧 Fc 中搜索描述量距离最近的两个特征点 x1c ,
x2c , 计算距离比例:
||p(X ) − p(x1c )||
,
(1)
r(X ) =
||p(X ) − p(x2c )||
其中 p(·) 表示特征跟踪轨迹 X 或特征点 x 的描述量. 若 r(X ) < rmax (实验中取 rmax = 0.7), 则视为
匹配成功, 在 V 中为 X 出现的关键帧集合 K(X ) 中的所有关键帧投票. 由于 V 仅需要一个粗略的
估计, 我们只选择那些较长的特征轨迹 (即 |K(X )| > Lmin , 实验中取 Lmin = 5). 我们采用 KD 树加速
2NN 匹配的计算效率.
我们根据 V , 选择一个与当前帧重叠程度最大的关键帧 Fj 与当前帧 Fc 进行特征匹配. 注意到
V 只是一个粗略的重叠程度估计, 我们根据实际的特征匹配情况, 维护另一个动态更新的向量 V ′ . 首
先, 我们利用所有 Fj 与当前帧 Fc 间已有的匹配 {(xj , xc )}, 采用 RANSAC 估计一个基础矩阵 Fjc ,
并剔除误匹配. 接着, 对每条未匹配上的特征跟踪轨迹 X 进行 2NN 匹配, 若匹配点 (xj , x1c ) 同时满
足极线约束 (即 d(x1c , Fjc x̄j ) < τe ) 和 2NN 条件 (即 r(X ) < rmax ), 则视为匹配成功, 在 V ′ 中为 K(X )
中的所有关键帧投票. 通常 V ′ 和 V 相比能精确地反映与当前帧的重叠程度. 我们在 V ′ 中选择与当
前帧重叠程度最大的关键帧, 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匹配点数 V ′ [j] < 20. 此时在粗略估计 V 中选择下
一个关键帧, 直至 V 中所有可能的关键帧均被处理.
如果上述过程找到足够的非连续帧间的特征匹配, 我们由新匹配的 3D–2D 对应关系在 RANSAC
下采用 EPnP 算法 [33] 重新求解当前帧相机运动参数. 若新求解的相机方位 [R′ |t′ ] 与原相机方位 [R|t]
偏移过大, 即
∑
∑
||π(K(RXi′ + t)) − x′i ||2 > rd
||π(K(R′ Xi′ + t′ )) − x′i ||2 ,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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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非连续帧特征匹配
1. 初始化 V (可替换为任意基于词袋技术的相似性度量);
V = 0;
for 每条与当前帧距离相近的关键帧中可见点的特征跟踪轨迹 X do
if |K(X )| > Lmin && r(X ) < rmax then
for k ∈ K(X ) do
+ + V [k];
end for
end if
end for
vmax = maxk V [k];
2. 从 V 中选择待匹配关键帧 Kj 并初始化 V ′ ;
j = arg maxk V [j];
if V [j] < 0.1vmax then

结束算法;
end if
V [j] = 0;
V ′ = 0;
3. 匹配关键帧 Kj ;

用 RANSAC 估计基础矩阵 Fjc 并剔除匹配 Kj 与当前帧间的误匹配;
for 每条 Kj 中可见且未匹配的特征跟踪轨迹 X do
if d(x1c , Fjc x̄j ) < τe && r(X ) < rmax then
for k ∈ K(X ) && V [k] ̸= 0 do
+ + V ′ [k];
end for
end if
end for
4. 从 V ′ 中选择待匹配关键帧 Kj ;
j = arg maxk V ′ [j];
V [j] = V ′ [j] = 0;
if V ′ [j] > 20 then

跳转至步骤 3;
else

跳转至步骤 2;
end if

其中 {(Xi′ , x′i )|i = 1, 2, . . .} 为新匹配的 3D–2D 点, K 为相机内参. 此时我们认为检测到一个未闭合
的循环回路. 实验中取 rd = 10.

5

基于分段集束调整的全局优化和回路闭合

一旦检测到一个未闭合的循环回路, 需要调用 BA 消除误差累积. 对于大尺度场景, 传统的 BA 存
在内存和效率的瓶颈. 此外, 当误差累积过大, 传统的 BA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无法闭合回路. 其原因
在于, 累积误差集中在回路闭合处, 传统的集束调整自由度太大, 很难将累积误差从回路闭合处扩散
至整个序列. 我们采用基于分段的 BA [14] 来解决上述问题. 与之前工作 [14] 不同的是, 这里的 BA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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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关键帧而非所有帧. 这是因为对于实时 SLAM 来说, 主要是为了当前帧相机方位求解尽可能准
确, 过去帧的相机方位再优化没有意义, 所以不需要用 BA 优化每一帧的方位, 而只要优化关键帧的
方位和三维点云即可.
由于误差是逐渐累积的, 在每个局部的连续子序列内部, 相对误差往往很小. 因此我们将整个序
列分为若干段连续子序列, 每个分段统一赋予一组运动变量, 段内关键帧的相对位置在优化过程中保
持不变. 我们采用相似变换以快速消除尺度上的累积误差, 联合优化所有相似变换, 以及那些不同分段
间的公共三维点位置 (标记为集合 M), 仅在一个分段可见的三维点位置保持不变.
arg min

Ns ∑ ∑
∑

ξ1 ,···ξNs ,Xj ∈M i=1
k∈Si j∈Vk

||π(K(Rk (ξi ◦ Xj ) + tk )) − xjk ||2 ,

(3)

其中 ξi = (si , ωi , tt ) 为第 i 个分段的相似变换, si , ωi 和 ti 分别为尺度因子, 三维旋转和平移分量. ωi
对应的旋转矩阵为 Ri . ξi ◦ Xj = si Ri Xj + ti . Si 表示第 i 个分段包含的关键帧集合. Vk 表示第 k 个
关键帧中的可见点集合. xjk 为第 j 个三维点在第 k 个关键帧中的图像位置. 初始时刻 si = 1, ωi = 0
(即 Ri = I), ti = 0. 优化后用 ξi 更新关键帧相机方位:
Rk′ = Rk Ri ,
t′k =

1
(Rk ti + tk ).
si

(4)

如何对原序列进行分段, 对于能否有效扩散并消除累积误差至关重要. 对于每个关键帧 Fk , 为了
最小化其重投影误差, 我们计算其最速下降方向:
gk = −

∑

JjT ej ,

j∈Vk

ej = π(K(Rk (ξi ◦ Xj ) + tk )) − xjk ,
Jj =

(5)

∂ej
.
∂ξi

对于两个连续的关键帧 Fk 和 Fk+1 , 如果 gk 和 gk+1 方向相近, 那么赋予同一个相似变换能同时减小
这两帧的重投影误差. 否则, 应将它们分配到不同的分段中. 我们为每两个连续关键帧计算最速下降
方向的差异:
gkT gk+1
.
(6)
ϵ(k, k + 1) = arccos
||gk || · ||gk+1 ||
我们在差异最大处 k∗ = arg maxk ϵ(k, k + 1) 将原序列一分为二, 即将原序列分为 S1 = {1, 2, . . . , k∗ },
S2 = {k ∗ + 1, . . .}. 接着, 求解优化方程 (3), 并重新计算 (6), 以此将每个分段再一分为二进一步优化.
上述过程不断重复, 直至重投影误差小于 8 个像素, 或分段个数超过上限. 如果分段个数达到上限, 基
于分段的全局优化完成之后, 通常误差已经很小了, 这时候即使在每个段内进行独立的局部优化 (即
固定其他段的相机方位和在当前段内不可见的三维点的位置不变, 只优化当前段内关键帧的相机方位
和三维点) 也不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 这样一来, 通过控制分段数目, 我们能在有限的内存和计算资源
下, 实现对大尺度场景的快速全局优化. 与我们之前的离线 SfM 工作 [14] 相比, 分段点检测和 BA 只
在关键帧上进行, 计算效率会大大提高, 能实现大尺度场景的在线回路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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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ITTI odometry 数据集上的均方根误差 (m)
Table 1

6

Root mean square error (m) in KITTI odometry dataset

序列号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本文的 SLAM

10.53

27.27

15.91

3.75

1.50

5.31

17.81

4.44

27.37

8.82

8.33

ORB-SLAM

6.68

X

21.75

1.59

1.79

8.23

14.68

3.36

46.58

7.62

8.68

实验结果

本节我们对所研制的单目 SLAM 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实验, 并跟目前最好的两个单目 SLAM 系
统 ORB-SLAM [4] 和 LSD-SLAM [6] 进行了比较. 对于输入视频分辨率为 960 × 540 的情况下, 我们的
SLAM 系统的运行帧率可以达到每秒 15 ∼ 20 帧 (测试 PC 的配置为: Intel i7-4790 3.6 GHz CPU, 8
GB 内存, NVIDIA GeForce GTX 960 显卡).
在定性实验中, 我们用手持 DV 拍摄了两组 960×540 的图像序列, 将我们的 SLAM 与 ORB-SLAM
和 LSD-SLAM 进行对比. 第一组数据如图 2 所示, 该实验沿街道绕行两圈, 每圈周长约 500 m, 总帧数
20000 帧. 如图 2(b), 回路闭合前, 误差累积已非常严重. 我们的基于分段的集束调整能有效闭合回路,
消除误差累积, 闭合结果如图 2(c) 所示, 最终恢复的关键帧的相机轨迹如图 2(d) 所示. ORB-SLAM
的结果如图 2(e) 所示 (输入序列帧率设置成每秒 15 帧). 由于采用了简化的方位图优化, 虽然回路也
能闭合, 但优化后累积误差仍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拐角处 (如绿色虚线框处). 此外, 由于优化变量自由
度太大, 多处陷入局部最优, 本应平滑的路径出现明显抖动 (如红色虚线框处). 虽然 ORB-SLAM 在方
位图优化完之后有时候也会调用全局 BA 再进一步优化, 但是由于误差累积太大, 传统 BA 难以收敛
到全局最优解. 另外, 我们还发现在这个例子里, ORB-SLAM 在绕行第二圈时仍不断加入冗余的关键
帧, 关键帧总数为 1828. 这是由于第一圈关键帧中的许多特征点在第二圈图像中并未成功跟踪所致.
相比之下, 我们采用基于单应性的特征跟踪方法能成功跟踪绝大多数第一圈中的特征点, 因此仅抽取
了 368 个关键帧 (绕第二圈的时候几乎不抽取关键帧), 避免了数据冗余. LSD-SLAM 的结果如图 2(f)
所示, 运行至轨迹的左下方处跟踪失败. 此处图像中出现远处建筑, 场景深度变化剧烈, LSD-SLAM 深
度滤波方法无法收敛到正确的结果, 相机轨迹逐渐解为纯旋转运动, 最终导致跟踪失败. 第二组定性
对比结果如图 3 所示. 该实验沿小区内部穿行, 总帧数为 27500. 该例中包含十分复杂的大小回路, 并
且许多回路之间拍摄视角差异较大, 基于词袋技术 (例如文献 [21]) 进行匹配并不能充分地将非连续
帧间的相同特征点匹配上, 这会导致误差累积不能被完全消除. 图 3(c) 给出了 ORB-SLAM 恢复的关
键帧的相机轨迹. 可以看到, ORB-SLAM 在虚线框框选的区域并未将回路成功闭合. 相比之下, 我们
提出的非连续帧特征匹配和基于分段的 BA 能很好地闭合了大小回路, 而且能充分消除误差累积, 结
果如图 3(b) 所示. LSD-SLAM 在此例中又一次出现街道场景中同样的现象, 也在场景深度变化剧烈
的区域跟踪失败, 结果如图 3(d) 所示. 图中还可以看出 LSD-SLAM 的误差累积现象最为明显, 场景
上方的回路也未能成功闭合.
最后, 我们用 KITTI odometry 数据集 [38] 中的前 11 个序列定量地测试了我们的 SLAM 的定位
精度, 图 4 给出了其中 6 个典型序列的运行结果. 所有序列的测试结果见表 1. 实验仅对比了目前单目
SLAM 中定位精度最高的 ORB-SLAM. 我们通过求解一个全局相似变换, 将所有关键帧的相机位置与
KITTI odometry 数据集中提供的真实位置对齐, 对比对齐后位置的均方根误差. 由表 1 可见, 我们方
法的定位精度与 ORB-SLAM 相近. 由于 KITTI odometry 数据集中相机视角较大 (水平 FOV 在 80◦
以上), 且相邻帧之间通常都有足够的视差, 由此恢复的三维点精度通常较高. 因此, 基于简化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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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2 街道例子. (a) 为输入视频序列中的若干图像; (b) 和 (c) 分别为我们的 SLAM 在循环回路闭合前后的运行
结果; (d) 为我们的方法最终恢复的关键帧相机轨迹; (e) 和 (f ) 分别为 ORB-SLAM 和 LSD-SLAM 恢复的关
键帧相机轨迹
Figure 2 Street example. (a) Snapshots of the input video sequence; (b) and (c) show the recovered 3D points and
camera trajectory of keyframes before and after loop closure of our SLAM; (d) the ﬁnally recovered camera trajectory of
keyframes by our approach; (e) and (f) show the recovered keyframes camera trajectories of ORB-SLAM and LSD-SLAM,
respectively

图优化也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我们方法的优势在于, 对于大尺度场景, 基于分段的集束调整所需的内存
和优化效率均可控, 而 ORB-SLAM 则不可能避免会遇到内存和效率瓶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01, 02,
08 三个序列误差普遍比其他序列要大. 其他序列大多具有规则的回路, 如图 4(a)∼(c), 只要能检测并
闭合回路, 通常能将累积误差消除. 但 01, 02, 08 这三个序列均缺少足够的回路来消除误差累积, 如图
4(d)∼(f). 我们采用基于单应性的特征跟踪能有效缓解这一现象, 因此定位精度明显高于 ORB-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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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e)

(f)
(c)

(d)

图 3 小区例子. (a) 为输入视频序列中的若干图像; (b) 为我们的方法最终恢复的关键帧相机轨迹; (c) 和 (d) 分
别为 ORB-SLAM 和 LSD-SLAM 恢复的关键帧相机轨迹; (e) 和 (f ) 分别为 (b) 和 (c) 中虚线框框选区域的
放大图
Figure 3 Community example. (a) Snapshots of the input video sequence; (b) the recovered camera trajectory of
keyframes by our approach; (c) and (d) show the recovered keyframes camera trajectories of ORB-SLAM and LSD-SLAM,
respectively; (e) and (f) show the magniﬁed regions of dotted bordered rectangles in (b) and (c), respectively

7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面向大尺度场景的实时单目 SLAM 系统. 在我们之前的离线 SfM 方面的研究工
作基础上, 通过对框架进行实时化重构和关键技术改进, 实现了在大尺度场景下的鲁棒实时的同时定
位与地图构建. 在特征跟踪步骤, 我们提出的基于单应性的特征跟踪能够显著改善跟踪质量, 延长特
征轨迹的跟踪寿命. 此外, 提出的基于非连续帧特征匹配的回路检测方法能自动检测循环回路并高效
匹配公共特征点；通过采用基于分段的集束调整, 可以在有限的内存空间下进行高效的全局优化, 从
而实现在线回路闭合消除误差累积. 实验表明, 我们的方法能有效处理大尺度场景, 运行结果优于目
前最为先进的 ORB-SLAM 和 LSD-SLAM.
我们的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仍有一些局限性有待解决. 首先, SIFT 特征的提取和描述十分耗时, 需
要利用 GPU 并行加速才能达到实时. 我们需要一种更为高效的特征表达方式, 在保证匹配精度的同
时, 提升计算效率, 使之能实时运行于计算性能较低的移动设备. 其次, 基于关键帧的 SLAM 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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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

(e)

图 4 在 KITTI odometry 数据集上的结果比较. 其中蓝色四棱锥 (在图中因为太小, 看起来接近于点) 表示我们
的 SLAM 恢复的关键帧位置和朝向, 绿色为对应帧真实的位置和朝向; (a) ∼ (e) 分别为序列 00, 05, 07, 01, 02,
08 恢复的关键帧轨迹
Figure 4 Comparison in KITTI odometry dataset. The blue frustums (look like points due to too small in images)
illustrate the recovered camera positions and orientations for keyframes, green ones are the ground truth. (a) ∼ (e) show
the recovered camera trajectory of keyframes for sequence 00, 05, 07, 01, 02 and 08

旋转、快速运动下鲁棒性较差, 我们需要更为密集地利用非关键帧信息, 快速、精确地恢复三维信息.
这就需要一套更为高效的集束调整方法. 再次, 基于点特征的方法对图像模糊、纹理缺失非常敏感, 需
要提取更为高层的特征 (如线特征、面特征等) 缓解对纹理的依赖. 最后, 纯视觉的 SLAM 方案不可
避免的存在局限, 特别是场景完全没有纹理的时候肯定会失败. 现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一般
都带有 IMU、GPS 等传感器, 可以利用这些传感器的信息与视觉信息融合优化来提升 SLAM 的精度
和稳定性. 未来我们将朝着这几个方向深入研究, 以进一步提升 SLAM 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Davison A J, Reid I D, Molton N D, et al. MonoSLAM: real-time single camera SLAM. IEEE Trans Pattern Anal
Mach Intell, 2007, 29: 1052–1067

2

Eade E, Drummond T. Monocular SLAM as a graph of coalesced observ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Rio de Janeiro, 2007. 1–8

3

Klein G, Murray D. Parallel tracking and mapping for small AR workspaces.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Nara, 2007. 225–234

4

1758

Mur-Artal R, Montiel J M M, Tardós J D. ORB-SLAM: a versatile and accurate monocular SLAM system. IEEE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6 卷 第 12 期

Trans Robot, 2015, 31: 1147–1163
5

Tan W, Liu H, Dong Z, et al. Robust monocular SLAM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Adelaide, 2013. 209–2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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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cular SLAM for large scale scenes
Haomin LIU1 , Guofeng ZHANG1,2 * & Hujun BAO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AD & C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Industrial Cyber-Physical Syste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E-mail: zhangguofeng@cad.zju.edu.cn
Abstract Monocular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methods easily accumulate error along
with the growing map. Especially for a large scale scene, accumulating error may be too large to prevent the close
of loops. Bundle adjustment can be employed to close loops and eliminate accumulation error. However, for a
large scale scene, traditional bundle adjustment may have the bottleneck in terms of memory and eﬃciency, which
limits its applications in practice. Based on our prior oﬀ-line SfM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vel monocular SLAM system for large scale scenes. We modify and improve the key techniques to make them appropriate
for real-time SLAM. Particularly, a novel online loop closur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non-consecutive track
matching is proposed,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and eﬃciently match the common features among diﬀerent
subsequences. In addition, a segment-based bundle adjustment is employed to close the loop eﬃciently, which can
perform an eﬃcient global optimization in a limited memory space to eﬀectively eliminate accumulation error.
In the experiments, we mad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with two state-of-the-art SLAM systems
using both our own dataset and KITTI datase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eﬀ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Keywords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large scale scene, structure from motion, bundle adjustment,
featur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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