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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铁路基础设施维护手段单一，依赖于作业车辆上的工程人员进行手动操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作为一种多尺度、多概率及长周期的数字映射方案，数字孪生系统近年来在工程建设领域发展迅速。为了推

动轨道交通领域的数字孪生建设，设计了一种基于轨道车辆的高精度同时定位与建图（simultaneous localiza‐
tion and mapping, SLAM）方案。不同于传统移动测量方法需要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仪、高精度惯性测量单元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实时动态差分定位（real time kinematic，RTK）以及复杂的后处理手段，该方

案基于因子图优化的紧耦合方案，融合多个棱镜式雷达、IMU及 RTK观测，实现了实时建图可视化。经过超

300 km的场景验证，发现所提方案在良好环境下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实时输出的建图结果中可清晰观

测到各种轨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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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铁建设飞速发展，中国高铁已经成

为集中展示中国速度、中国智造、中国力量的典

范。而北斗卫星导航、5G通信、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又给轨道交通智能化建设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技术可实现高铁工程从设计阶段、施工阶

段到运营管理阶段全方位的设计和模拟，使二维

图纸变成了可视化的三维模型，方便施工人员实

现项目优化和管理，建设成本和工期也得到了良

好控制。BIM技术实现了全专业、多维度设计，

解决了高铁建设中参与专业多、协调难度大、结

构复杂、内外综合管线系统繁多等众多难题。然

而 BIM不能实时仿真、模拟甚至监测整个动态施

工过程，缺乏一定的拓展性。与 BIM相比，数字

孪生理念在本质上具有更先进的普适性意义，具

有以下几层含义：（1）在数字空间内，使用高度精

确的数字模型描述和模拟现实世界中的事物；

（2）将现实世界中采集的真实信息反映到数字模

型中，使之随现实进行更新；（3）在数字空间内，

使用模型和信息进行预测性的仿真分析和可视

化。数字孪生在 BIM建模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仿

真模拟和监测。

高铁环境在建设完成后还需要对整个运营

线路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灾害探测、异物侵限检

测、基础设施维护等众多任务，为数字孪生技术

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作为加速数字

孪生技术应用的重要一环，铁路环境建模技术已

经非常成熟。按照利用传感器种类的不同，三维

建模技术可以分为基于影像、三维激光扫描以及

两者结合 3种方式；按照载具平台的不同，可分为

航空测量系统（aerial measuring system，AMS）和

移动测量系统（mobile mapping system，MMS）两

种形式。由于 AMS测绘仍需要申请空域，并且

需要专门调配载人飞机或无人机进行测量，因此

在部署效率上MMS具有不可替代的高效性。

利用激光扫描MMS对铁路环境进行检测和

建模的研究较为成熟［1-2］。激光雷达（light detec‐
tion and ranging，LiDAR）测量系统具有数据采集

速度快、测距精度高以及受光照条件变化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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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传统MMS都是基于测绘级高精度三维

激光扫描仪、高精度组合导航系统、对应的后处

理软件对所有点云进行拼接［3-4］，例如德国 IGI公
司研制的 RailMapper［5］和 StreetMapper［6］利用了

法如或富斯德的激光扫描仪对轨道环境进行测

量，成本高、效率低，一般仅安装在工程车辆上进

行维护，不能完成实时的铁路沿线倒伏预报、异

物侵限检测及灾害监测，因此数字孪生模型数据

更新有一定滞后性。而同时定位与建图（simulta‐
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虽然效率

高，但由于实验条件的特殊性，国内外学者对铁

路环境的 SLAM建图研究非常少。且基于雷达/
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松

组合［7］的方式仅能满足低速城市行驶中的建图定

位需求。相比于公路场景，铁路环境的特征更加

稀疏且重复性更强，很容易形成特征退化从而使

雷达里程计失效。不仅如此，快速行驶的列车给

两帧间的数据关联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低成本、实

时激光雷达的紧组合 SLAM定位和建图方案，该

方案具有体积小、易批量安装的优点。利用多个

非重复扫描棱镜式雷达搭建扫描系统，提高了系

统的探测范围和冗余度；实时可视化和地图快速

存储确保了铁路监测的实时性和高效性。经过

上海铁路局超过 300 km的里程测试，本套系统在

高速行驶、特征稀疏的挑战环境下仍能满足分米

级定位精度要求。

1 方案设计

1.1 基于多棱镜式激光雷达的平台设计

为了满足低成本和批量化装车的需要，本文

选用览沃激光雷达开展实验。如图 1所示，作为

一款非重复式扫描的半固态激光雷达，其视场中

的点云覆盖率会随着积分时间的增大而增加，从

而扫描到更多场景特征。

由于览沃激光雷达的视场角受限，本文采用

多激光雷达安装方式拓宽了系统的检测范围，提

升了系统冗余度，如图 2所示。普通运营车辆仅

需安装两个前视的浩界激光雷达，而轨道检测车

辆需要装备 8个雷达，该平台分为 3个模块，前视

模块由 2个浩界雷达组成，左右两侧模块都由 1
个泰览雷达和 2个浩界雷达组成。

1.2 多传感器标定

作为一个拥有多探测传感器的系统，各传感

器之间的外参需要精确标定到统一坐标系下才

能应用。虽然对基于点云特征和环境标志的多

雷达自动标定方法的研究较多，但是这些方法大

都要求各个雷达间有一定的重复视场。考虑到

本文设计的平台多雷达间并无重复视场，而且由

于铁路安全规定限制了标定，只能在狭小的维护

车间内进行，因此设计了一种基于参数传递的多

雷达标定方法。首先，两个前视雷达与全景相机

间采用基于 PnP（perspective-n-point）［8］算法的标

定方法进行雷达到相机的外参标定；然后，对全

景相机各相机的内参及各相机间的外参进行标

定，同时完成左右两侧模块中 3个激光雷达的外

参标定；最后，由于全景相机覆盖了前视两个雷

达和左右侧前视雷达的视场，只需要利用 PnP算

法标定全景相机和左右侧模块中两个前视雷达

的外参，即可确定整个系统中所有雷达相对于全

景相机的外参，达到标定整个系统的目的。系统

中的两款组合导航设备则由全站仪进行与全景

相机之间的外参标定。

1.3 时间同步与坐标系转换

利用工业交换机将多激光雷达连接到同一

网段至主机，采用基于秒脉冲（pulse per second，
PPS）信号的 GPS时间同步。多雷达间的同步策

略如图 3所示，设雷达 P 1为主雷达，其他 7个雷达

为从属雷达。对于系统中的每一个雷达，其单帧

测量周期为 0.1 s，考虑到时间延迟等因素的影

响，从属雷达不能与主雷达严格同步。因此本文

定义 8个雷达合并后扫描帧 Fn 的起始时间为主

图 2 轨道检测车辆设计

Fig.2 Design of Rail Maintenance Vehicle

图 1 览沃激光雷达非重复扫描结果

Fig.1 Illustration Results of Scan Pattern of Livox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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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每帧的起始时间，而结束时间为最后一个从

属雷达帧的结束时间。按照时间将惯性测量单

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和实时动态差

分定位（real time kinematic，RTK）观测值分配给

不同雷达扫描帧作运动补偿。

本系统首先将 RTK观测的经纬度转换为横

轴墨卡托投影坐标系，再输入多雷达的定位建图

系统参与优化。

2 基于图优化的紧组合定位与建图

假设在任意时刻，轨道车辆的状态 x可以表

示为：

x= [pT vT qT bTa bTg ]T （1）
式中，p、v、q分别表示车辆的位置、速度、姿态矩

阵；ba和 bg分别表示 IMU中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噪声。

整个系统利用输入的多个激光雷达的原始

点云、IMU和 RTK的位姿进行车身的状态估计。

本文采用基于图优化的紧组合策略融合所有传

感器参与定位建图任务。因子图中包含因子和

节点，其中因子代表各种传感器的观测输入，而

节点则是车身的状态信息。本文采用的因子图

结构如图 4所示，共包括 3种因子，分别为雷达里

程计因子、IMU预积分因子和 RTK因子。每当

轨道车辆运行距离超过一个阈值，就有一个新的

位姿节点加入因子图。在整个因子图更新的同

时，所有节点、位姿都进行了优化。

由于轨道检测车辆运营时间长、里程远，为

了确保系统中的因子数量不随时间增加而大幅

度增加，从而降低整个系统运行效率，本系统采

用了基于关键帧的滑动窗口法使参与优化的因

子限制在一定数量内，极大地提高了系统效率和

长时间运行的稳定性。

2.1 IMU预积分因子

由文献［9］可知，IMU 预积分的残差计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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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kk+ 1 =[ α̂BkBk+ 1 β̂ BkBk+ 1 γ̂BkBk+ 1 ]T为从 k到 k+1

时刻的 IMU预积分残差，α̂BkBk+ 1、β̂ BkBk+ 1、γ̂BkBk+ 1 分别表

示位移、速度、姿态方向上的变化；上角标W、B
分别 表示 世界坐标系、轨道车辆的车身坐标系；

RBk
W 表示从世界坐标系转化为车身坐标系的旋转

矩阵；gW=[ 0 0 g ] T 表示重力方向矩阵；∆tk
代表 k到 k+1时刻的时间变化；符号⊗表示两个

四元数间的乘法运算；[ ] 2∶ 4表示从四元数中取

[ x y z ]分量。

2.2 雷达里程计因子

本系统采用文献［10］中基于曲率大小的特

征提取方式提取平面和边缘特征点，两帧间的特

征点关联计算如下：

dEk=
|| ( )P W

k - ϵ W1 × ( )P W
k - ϵ W2

 ϵ W1 - ϵ W2
（3）

dSk=


 


( )P W

k - ηW1
T ( )( )ηW1 - ηW2 × ( )ηW1 - ηW3

|| ( )ηW1 - ηW2 × ( )ηW1 - ηW3

（4）
式中，dEk、dSk 分别代表第 k+1帧中的任意边缘、

平面特征点到第 k帧中的对应关系；P W
k 表示累积

图 3 多雷达同步策略

Fig.3 Synchronization Policy of Multi‐LiDAR System

图 4 采用的因子图结构

Fig.4 Structure of the Applied Factor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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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 k帧时刻的全局地图中的点坐标；[ ϵ W1 ϵ W2 ]、
[ ηW1 ηW2 ηW3 ]分别表示第 k+1帧中提取出的与

P W
k 最邻近的边缘、平面点坐标。由此得到雷达

里程计的残差因子 rLi=∑dEk+∑dSk。由于览沃

激光雷达的棱镜式设计问题，其在 0.5 m内没有

点云信息返回，且在 3 m内的测距误差高于分米

级，因此本文只选取每一帧中距离激光雷达超过

3 m的点参与估计。

2.3 RTK因子

系统初始在开阔场地静置数分钟，在获得

RTK固定解后将其设为初始点，后续所有位姿都

是基于该初始点的车辆坐标系进行优化。由于

RTK数据的加入会使得系统当前维护的因子图

更新，为了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本系统仅在系

统估计的位置协方差大于 RTK预报的位置协方

差时，将 RTK观测加入因子图进行优化。

由于轨道车辆运行速度过快，当遇到特征退

化区域时，雷达里程计不能正常工作。此时 RTK
观测可以作为初始估计进行两帧间基于迭代最

近 邻 点 法（iterative closest point，ICP）的 点 云

配准。

3 实验与分析

实验采用搭载 Ubuntu-Linux操作系统的大

疆妙算 2工控机作为车载计算平台，选用飞纳经

纬的 MiniII-D-INS 组合导航设备输出 RTK 和

IMU观测值，将迈普时空的M39设备后处理结果

作为系统的位姿真值，并利用千寻的 RTK服务

提供两个组合导航设备的 RTK改正。

3.1 建图效果验证

利用 SLAM技术建图可以实时可视化点云

地图，且列车结束行程时便可得到全局点云地

图，极大地提高了地图更新速度。图 5介绍了几

种实验常见情况的实时建图输出。

由图 5可以看出，系统实时输出的结果可用

于环境地图更新与监测，线缆和铁轨清晰可见，

可以直接进行轨道提取和异物侵限检测等后续

工作。

3.2 定位精度验证

迈普时空的M39组合导航设备配合GINS后

处理软件可以进行高精度的组合导航后处理解

算，本文将该处理结果作为地面真值。由于所有

激光雷达都与 GPS时间同步，时间戳都是 GPS
时，因此只需比较相同时间 SLAM系统输出的位

姿和后处理结果便可验证定位精度。

由于 SLAM系统受到速度及场景特征丰富

性的影响，本文选取 4种场景进行系统定位精度

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1所示。场景 A为低速特征

丰富场景，轨道检测车辆缓缓进入保养段内停

车，速度保持在 10 km/h以下，周围铁轨、杆塔、建

筑及植被等特征丰富；场景 B为低速特征稀疏场

景，轨道检测车辆进入单轨缓速行驶等待停车指

令，周围 5 m范围内均为灌木植被，特征稀疏，车

速保持在 20 km/h以下；场景 C为高速特征丰富

场景，车辆高速驶过站台，车速保持在 60 km/h以
上；场景 D为高速特征稀疏场景，车辆高速行驶

在单轨上，车速保持在 70 km/h以上，周围 5 m范

围内均为灌木植被，特征稀疏。

由表 1可以看出，本文系统在低速特征丰富

表 1 不同场景定位精度/m
Tab.1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Various Environments/m

场景

场景A

场景 B

场景 C

场景D

定位误差的均方根

0.043
0.068
0.095
0.223

最大定位误差

0.108
0.173
0.541
0.850

图 5 铁路上几种典型场景实时建图结果

Fig.5 Real Time Mapping Results of Typical
Scnearios Using Our Propos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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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下能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而最差时候

的精度也能保持在米级，对于非精细建图任务来

说，这是一个足够可用的精度。

4 结 语

传统基于 MMS 的建图方法成本高、难以

批量化装车、处理程序复杂，且难以满足地图

更新的时效性需求。本文基于多个棱镜式雷

达搭建了新型铁路扫描系统，并且开发了一套

多雷达/IMU/RTK 紧组合 SLAM 系统。该系

统集成了多个激光雷达的点云/IMU/RTK 结

果，利用图优化方法紧耦合各个传感器信息，

构建因子图进行状态估计和全局地图构建，在

工控机上可以实时运行。在实时地图可视化

的同时，满足了作业完毕即可完成地图更新的

需求。经过验证，即使在高速和特征稀疏场景

下，该系统仍能达到分米级定位精度。本系统目

前已经在轨道检测车辆上测试了超过 300 km的

里 程 ，鲁 棒 性 和 系 统 稳 定 性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验

证。基于此系统，后续可以继续开展轨道环境

地物自动提取、基于 unity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

实展示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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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Time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Integrating Multiple Prism
LiDARs/IMU/RTK on Railway Locomotive

LOU Yidong 1 WANG Yusheng 1 TU Zhiyong 1 ZHANG Yi 2 SONG Weiwei 1

1 GNSS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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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current railway maintenance method is unitary and simple, which is a human
force intensive work, requiring tedious and interminable manual check from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As a
multi ‐ scale, multi ‐ probability and long ‐ term digit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the digital ‐ twin has see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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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popularity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spired by the convenience of digital‐twin, this paper designs
a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system for railway locomotives.Methods: Unlike tradi‐
tional mobile mapping system which demands high precision three‐dimensional laser scanning, inertial mea‐
surement unit (IMU) / real time kinematic (RTK), as well as complicated post‐processing methods, our so‐
lution is capable of real time mapping and odometry visualization through constructed factor graph. The fac‐
tor graph is a bipartite graph with two node types: Factor nodes and variables nodes, and they are always
connected by edges. A new variable node is added to the graph when the pose displacements exceed a cer‐
tain threshold, then the factor graph is optimized upon the insertion. We use three types of factors for graph
construction:IMU preintegration factors,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odometry factors,RTK fac‐
tors.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real time performance is further achieved through sliding window opti‐
mization. Under more than 300 km field test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our approach can achieve centimeter‐
lever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feature rich and low speed cases, and the structures are clearly visible in the
real time mapping result.
Key words：Prism LiDARs；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 ；real time kinematic (RTK)；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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