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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综采工作面煤层走向复杂，采用“一刀切”的开采方法会加速滚轮截齿的磨损，同时

开采效率也大幅降低，对煤岩的精准识别是解决此类问题、实现智能开采的关键。将基于回归
方程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YOLOv2与线性成像模型相结合并通过该算法对井下采集煤岩图
像进行了智能识别与定位，同时与Faster R-CNN，SSD对煤岩图像的识别结果进行了对比。结
果显示，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精度达到了78%，检测速度达到了63 frame/s，与Faster R-CNN，
SSD相比精度高出7.7%，4.7%，而检测速度高出763%，40%；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YOLOv2标定
的煤层边界框角点的计算坐标与实测坐标相比相对误差在3.0%～4.5%之间，相对误差较小，不
会对采煤效率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YOLOv2可以对煤岩进行准确快速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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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al seam of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has a complex trend. The "one-size-fits-all" mining method
will accelerate the wear of roller pick but reduce the mining efficiency.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coal and rock is the
key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nd realize intelligent mining. In this paper，the deep learning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YOLOv2 based on regression eq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linear imaging model was used to identify and locate the
coal and rock images collected underground. Meanwhile，the recognition results of coal and rock imag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aster R-CNN and SS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YOLOv2 for coal
and rock is around 78%，the detection speed reaches 63 frame/s，its accuracy is 7.7% and 4.7% higher than Faster
R-CNN and SSD. Also the detection speed is 763% and 40% faster than those two algorithms.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ed coordinates of the boundary corner points of coal seam calibrated by YOLOv2 in the Mine
Survey Coordinate system and the measured coordinates is between 3.0% and 4.5%.Since the relative error is small，
the mining efficiency will not be aff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YOLOv2 can recognize coal and rock accurately and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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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突变是导致井下开采难度增大，效率低下

1

YOLOv2算法

1.1

YOLOv2 算法的选取
YOLOv3是YOLO系列中的最新算法，它所采用

的重要原因，因此对煤岩的智能识别，准确定位煤
层和岩层的空间位置，是未来矿井实现人工智能化
开采的关键 。传统的煤岩识别技术有γ射线探测


法、红外探测技术法、震动检测法、截割力控制法
等



，这些方法存在着识别精度低，易受外界条件

干扰，应用范围小，难以推广等问题。近些年随着
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
煤岩识别技术，如：基于变差函数和局部方差图的
煤岩识别方法、基于字典学习的煤岩识别方法以及
基于自学习的煤岩识别方法等



。它们一般采用

手动提取的方式( 如使用局部约束线性编码 )来对煤
岩特征进行提取，然后再通过一些分类器对其进行
识别，这些技术的主要缺点是煤岩特征设计难度较
大，分类器分类效率较低，耗时长且煤岩识别效果

的网络模型为Darknet-53，与YOLOv2的Darknet-19
相比，网络模型底层架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这
也意味着YOLOv3的检测精度虽然得到提高，却牺
牲了一部分运算速度，而煤块与岩块均为大颗粒物
体，并不要求极高的检测精度，且在煤岩图片数量
有限的条件下，对其模型的训练难度与YOLOv2相
比也将会进一步增加。YOLO算法无论对物体的检
测速度还是检测精度均远低于YOLOv2与YOLOv3，
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选用YOLOv2物体检测算法对
煤岩进行智能识别。
1.2

不理想。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识别技术较为
流行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Faster R-CNN

( Faster Region-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




和SSD (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





，对于

图像特征的提取，它们摒弃了低层次手动提取的方
法，而是通过建立卷积神经网络并对输入网络模型
中的图片进行卷积操作来完成，图像特征的提取与
识别均在网络模型中完成，物体的检测精度均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于网络模型设计的缺陷，又
分别存在着检测速度慢和网络泛化性能较差的缺
点。YOLOv2( You Only Look Once v2 )是基于回归方
程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





，对图像特征提取

的 原 理 与 Faster R-CNN ，SSD 相 似 ，网 络 模 型 在
Darknet-19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之后真正意
义上实现了端到端的物体检测，上述2种算法存在
的 不 足 可 以 在 YOLOv2 中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目 前
YOLOv2多应用于地面上的物体检测，如车辆识别、
无人机航拍等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而井下地
质条件恶劣，YOLOv2是否能够对煤岩进行准确识

YOLOv2 网络模型的组成及特征提取
YOLOv2的网络模型由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
卷积层是构建神经网络的主体，该层由一系列

代表煤岩特征( 如灰度、形状、纹理等 )的滤波器构
成。滤波器对输入网络中的图像进行卷积操作后
会自动生成与之对应的二维激活图，不同的激活图
代表着不同的滤波器对空间位置的映射，上一层生
成 的 二 维 激活 图 数 目 即为 输 入 下 一层 的 数 据 深
度。通过层层的卷积操作，滤波器对煤岩特征不断
提取进而获得丰富的特征信息。
池化层常出现在2个卷积层之间，通过下采样
操作仅将输入数据的空间尺寸缩小而不改变输入
数据的深度。通过池化层多余的图像信息被过滤
掉，从而保留了图像最本质的特征，有效地减少了
网络参数的计算量并避免过度拟合，本文采用最大
池化操作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
1.3

YOLOv2 的网络结构
本文中YOLOv2对摄像机输入的岩层图像只检

测煤体一种类别，网络模型的结构设计如图1所
示。
26 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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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重组
512

别尚未有学者对其开展相关研究。
本文将YOLOv2算法与线性成像模型

 

相结

合并通过该算法对龙泉煤矿4202工作面所采集的
煤岩图像进行了智能识别与定位，同时与Faster R-

inPut
image ＋
416×416
256

13 融
52 卷积
52 重组 256 13 合

CNN，SSD两种物体检测算法对煤岩图像的识别结

20个卷积层

果进行了对比，进一步了解了YOLOv2对煤岩的识

5个最大池化层

别性能，为其今后在煤岩智能识别上的推广应用提

图1
Fig. 1

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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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理解，绘制出边界框的空间位置计算

通过添加转移层使浅层的煤岩特征与深层的
煤岩特征进行有效组合，从而较好地保留了煤岩特

示意图，如图2所示。

征信息。在本文网络模型中添加的转移层分辨率

Dx

p
b

分别为52×52和26×26。网络结构中内置了大量



Dy

的3×3和1×1的卷积层，将1×1的卷积层置于3×3
的卷积层之间，对所提取的煤岩特征进行压缩组

σ(ty)
b

合。

2



p





σ(tx)

YOLOv2煤岩识别流程
步骤1

将输入网络模型中的图片分辨率调整

图2

为416×416。
步骤2

Fig. 2

分辨率为416×416的图片经过网络模

boundary box

型的层层卷积、池化操作后大量的煤岩特征被提
取，通过转移层将深部和浅部的煤岩特征进行组
合，提高了网络模型对细小煤块的检测精度。为了
提高检测速度，同时保持一定的检测精度，网络模
型对416×416的图片进行了32倍的降采样后最终
获得的煤岩特征图为13×13的网格。
步骤3

在13×13的特征图中，每个网格上由k

个 先 验 框 ( Anchor-Boxes ) 来 预 测 k 个 煤 体 边 界 框
( Bounding Boxes )，选取合理的先验框形状以及个数

边界框空间位置计算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for space position calculation of

图2中，蓝色框和虚线框分别代表边界框和先
验框；Dx和Dy分别代表边界框中心所处的网格相对
左上角网格左顶点的横纵距离，每个网格的尺度为
1，在计算坐标时令边界框中心所处的网格左上角
的坐标为( 1，1 )。
置信度confidence的大小则反映了当前边界框
对物体类别以及煤体空间位置判断的准确度，置信
度大小的计算公式为
truth
Rpred
=

作为初始先验框有助于网络模型训练时的收敛，提
高检测速度和精度。通过改进后的k-means聚类算

DetectionResult  GroundTruth
DetectionResult  GroundTruth

truth
confidence=pr (object)  Rpred

法对数据集中的煤体标注框进行聚类，从而获取了

(2)
(3)

k的最优取值以及先验框的形状信息，在本文中k的

式中，DetectionResult为预测到的结果；GroundTruth

最优值为5，先验框的形状多呈扁长状。

为真实结果；p ( object )代表边界框是否包含煤体，若

步骤4



在步骤2获得的特征图上通过步骤3所

边界框包含煤体则 p ( object )的取值为1，否则为0；


truth
pred

获取的先验框信息和直接位置预测算法来预测煤

R

体边界框。对得到的煤体边界框可以按式( 1 )解算

率。

出边界框的实际位置和大小。
 bx   ( tx )  Dx
b   ( t )  D
y
y
 y

tw
 bw  pw e
 b  p e th
h
 h

为煤体边界框与煤体实际区域面积的交叠
步骤5

特征图上最终会形成845个边界框，通

过判别置信阈值来对边界框进行比较，为了使漏识
(1)

率与误识率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本文的阈值最终
设为0.2。输出超过阈值的边界框并通过非最大抑
制( Non-maximum Suppression )去除重复检测的煤体，

其中，tx，ty，t ，t 为边界框的预测值，tx，ty由于sigmoid

进而实现煤层位置的精确定位。
步骤6

函数的处理，取值限定在了0～1，即边界框的中心
约束在了当前网格内部； ( tx ) ， ( ty ) 为边界框的中

图片中。

心点被约束后相对于所对应网格左上角的偏移值，

3

先验框的宽、高与对网络模型的训练结果以及特征

将最终定位的煤层边界框映射到原始

网络模型的训练
网络模型的训练过程即为网络模型的学习过

图的尺寸有关，分别用p 和p 表示，将计算出来的bx，
by ，b ，b 分别乘以图片的像素值就可以得到边界框

程，在训练的过程中通过损失函数不断减小预测值

的最终位置和大小。

( 空间位置及大小、物体类别、置信度评分 )和真实值
026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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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误差
之间的误差，进而使得煤体边界框在图像上的定位

型的图片分辨率为224×224
型的图片分辨率为
224，共训练160
160个epoch( 将

更加精确，同时通过反向传播
同时通过反向传播，不断优化网络模型

4 000张图片循环训练
000张图片循环训练160次
次 )后将输入图片的分辨
后将输入图片的分辨

的参数，当各参数均取得最优值时网络模型随即达

率调整为448×
率调整为 ×448，之后再对其训练
之后再对其训练10
10个epoch，通

到收敛。

过在分类数据集上
过在分类数据集上对分类网络的
对分类网络的2次训练
次训练，使网络

3.1

网络的损失函数

模型对标注框内的煤体和标注框外的岩体进行了
模型对标注框内的煤体和标注框外的岩体进行了

YOLOv2
YOLOv2在训练过程中
在训练过程中的损失函数为
损失函数为

大量的特征提取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学习
大量的特征提取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学习，从而得到
得到

s2

B



coord  Iijobj  xi  xi


i 0 j  0
2

s





B

coord  Iijobj 
i 0 j  0

s2

obj
ij

2

i

i

i 0 j  0
s2

I 
obj
i

i 0

cclasses

2

2

i

wi  wi

 I  c  c 
B

了网络模型的预训练参数。
了网络模型的预训练参数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
，

   y  y   

 
2

s2

B

i

hi  hi



同时提高该模型对不同尺寸图片的适应性以及对

  

 noobj  Iijnoobj ci  ci
i 0 j  0

 p ( c)  p ( c) 
i

煤岩的识别效果，
煤岩的识别效果 在检测数据集中继续训练网络
在检测数据集中继续训练网络，
，

2



2

(4)



训练时先将分类网络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用
训练时先将分类网络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用3个3×33
的卷积层取代，
的卷积层取代，之后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
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10个批次
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 个批次
就改变输入图片的尺寸，
就改变输入图片的尺寸 每批次输入
每批次输入100
100张煤岩图
张煤岩图
片，
，按照输入尺寸调整网络进行训练
按照输入尺寸调整网络进行训练，
，这样使得网

2

i

络模型经过多轮训练收敛后
络模型经过多轮训练收敛后即便是输入数据集之
即便是输入数据集之

式中，s 为网格数
为网格数；B 为预测的物体类别数；
为预测的物体类别数 coord ，

外、
、尺寸发生较大变化的煤岩图片
尺寸发生较大变化的煤岩图片，该模型仍能输

noobj 为权重
权重，取值分别为5和0.5；
取值分别为
x，y，w，h，c，p( c )为
ɵ
ɵ
ɵ
ɵ
ɵ
网络预测值
网络预测值；x ，y ，w ，h ，c ，p( c) 为网络期望值
为网络期望值；

出合适的结果，
出合适的结果，网络的泛化性
网络的泛化性、鲁棒性均得到了增

obj
i

I 为网格i 中存在煤体；
中存在煤体 I

强 。 在 模 型训 练 的 过 程中 将 权 重 衰减 系 数 定 为

obj
ij

为第i个网格中第j 个边

0.000 5，学习率的初始值定为
学习率的初始值定为0.001，采用多分布策

noobj
ij

为第 i个网格中第 j 个边

略，
，动量值定为0.9，
动量值定为
网络模型经训练收敛后
网络模型经训练收敛后mPA稳
稳

界框内不存在煤体
界框内不存在煤体。
式( 4 )中第
中第1项、第2项为煤体边界框空间位置及
项为煤体边界框空间位置及

定在86%左右，
定在
，该模型达到了对回采工作面中所采

界框负责煤体的预测
界框负责煤体的预测；I

大小的预测误差值
大小的预测误差值；第33项、第4项为网络对煤体边
项为网络对煤体边
界框的置信度评分误差
界框的置信度评分误差；最后一项为被分配检测目
标的网格预测煤体的条件概率误差
标的网格预测煤体的条件概率误差。
。
3.2

集的煤岩图像进行识别的要求
集的煤岩图像进行识别的要求。

4 YOLOv2在煤岩智能识别中的应用
在煤岩智能识别中的应用
4.1 煤岩识别结果

网络模型的训练

安装在采煤机上的摄像机距地面高度和距煤
采煤机上的摄像机距地面高度和距煤

网络模型的训练需要在
网络模型的训练需要在ImageNet
ImageNet数据集上进
数据集上进

壁的距离分别为0.9
壁的距离分别为 m和1.1 m，
通过该摄像机对龙泉
通过该摄像机对龙泉

行，目前ImageNet
ImageNet数据集中并没有关于煤岩图片的
数据集中并没有关于煤岩图片的

煤矿4202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
煤矿
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
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将采集

数据集，因此有关煤岩图片的数据集需要提前建

好的视频分解成规定格式的图片并将其输入到已

立。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 000张不同地质条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8
000 张不同地质条

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
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YOLOv2
YOLOv2随即对其进行处理
随即对其进行处理

件 下 的 煤 岩 图 片 ，将 所 收 集 的 图 片 格 式 设 置 成

并展开识别。图
并展开识别 图3为YOLOv2
YOLOv2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
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

ImageNet 数 据 集 所 要 求 的 格 式 后 将 其 输 入 到

果。
。

ImageNet数据库中
数据库中，之后按照ImageNet
之后
ImageNet数据集的架
数据集的架

图3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
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
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框住的部分为煤层

构来构建出相应的数据集
构来构建出相应的数据集。其中将
将4 000张分辨率
张分辨率

的大致位置，
的大致位置 红色线框之外则为岩层
红色线框之外则为岩层，
，蓝色矩形框

为224×224
224的煤岩图片
煤岩图片，1 000张分辨率为
张分辨率为448×
×448

则会输出该岩层属于煤层的概率值
则会输出该岩层属于煤层的概率值，
，由图3可知
可知

的煤岩图片
的煤岩图片作为分类数据集
作为分类数据集，3 000张煤岩图片
000 张煤岩图片( 分

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辨率为32的倍数
的倍数，最低分辨率为320
最低分辨率为320×320，最高为

Coal
oal 0.981

Coal
oal 0.984

608×608 )作为检测数据集
作为检测数据集 在分类数据集中的每
作为检测数据集。在分类数据集中的每
张图片上将煤体边界框用
张图片上将煤体边界框用labelimg工具进行人工标
工具进行人工标
注，生成目标窗口为煤体的
生成目标窗口为煤体的XML文件
文件，每一个XML
XML
文件里将包含目标窗口的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
文件里将包含目标窗口的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
训练时首先在分类数据集上训练分类模型，
训练时首先在分类数据集上训练分类模型 采用小
批量梯度下降法与冲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批量梯度下降法与冲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输入模
026531-4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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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oal 0.928

成功的张数为3
成功的张数为3 902张，
902 识别失败的张数为
识别失败的张数为1 098张，
，

Coal
oal 0.953

对煤岩识别的精度达到了
对煤岩识别的精度达到了78%，与Faster
Faster R-CNN，
R
，
SSD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SSD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7.7%
7.7%和4.7%，在
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粉尘质量浓度会对
测试的过程中发现 粉尘质量浓度会对YOLOv2
YOLOv2的煤
煤
岩识别精度产生较大影响。
岩识别精度产生较大影响。
4 500
(d)

C
Coal 0.913

Coal
oal 0.977

4 000

2 000

500
0

1 098
78.0
YOLOv2
YOLO

1 380

1 275

72.4
Faster R-CNN

74.5
SSD

图4 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对比

(f)

图3
Fig. 3

成功
失败
精度

2 500
1 500

3 725

3 620

3 000

1 000

(e)

3 902

3 500

图片张数

(c)

Fig. 4 Comparison of recognition result of coal and rock

煤岩识别结果

pictures by different algo
algorithms

Recognition
n result diagram of coal and rock
ro

图5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4.2 不同算法对煤岩识别的性能对比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成果大多

检测速度/(frame·s )

70

在实验室内取得
在实验室内取得，对试验
试验条件要求较高且
条件要求较高且试验步骤
步骤




繁杂，而基于深度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具有强大的
网络学习能力
网络学习能力，大大地简化了
简化了试验
试验步骤，与基于传
统机器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相比具有更高的推广
性。

60
50
40
30
20
10
0

为了进一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YOLOv2
YOLOv2对煤岩智能识别的性
对煤岩智能识别的性

YOLOv2
YOLO

Faster
er R-CNN

SSD

能，本文分别使用
分别使用YOLOv2
YOLOv2，Faster R-CNN，
R
SSD三种
三种

图5 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算法对煤岩图片进行识别
算法对煤岩图片进行识别。识别时将井下采集好
识别时将井下采集好

Fig. 5 Velocity curves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coal

的煤岩图片
的煤岩图片( 5 000张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ImageNet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ImageNet

and rock det
detection

数据集训练过的相应算法的网络模型中，
数据集训练过的相应算法的网络模型中 识别结束

由图5可知
可知，YOLOv2对煤岩的
对煤岩的检测速度达到了
检测速度达到了

后对5 000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
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由于存在
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 由于存在

63 frame/s，
frame/s SSD的检测速度为
的检测速度为
的检测速度为45 frame/s，
，而Faster R-

目标尺度、外在环境干扰等问题
外在环境干扰等问题，YOLOv2对煤层边
YOLOv2 对煤层边

CNN的检测速度仅为
CNN 检测速度仅为7.3 frame/s
frame/s，YOLOv2的检测速
YOLOv2的检测速

界框的定位与实际煤层区域相比存在着一定的误

度与Faster
度与
R-CNN
CNN，SSD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相比分别高出其值763%和
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和

差，若煤层边界框超出了煤层的实际区域，
若煤层边界框超出了煤层的实际区域 采煤机

40%，
40% 在保持较高煤岩识别精度的前提下
在保持较高煤岩识别精度的前提下，对图像的

会将边界框内的岩层视为煤层而对其进行开采
会将边界框内的岩层视为煤层而对其进行开采，若

处理速度也大幅提升，
处理速度也大幅提升 能够做到对煤岩的准确快速

煤层边界框小于煤层的实际区域
煤层边界框小于煤层的实际区域，采煤机会将边界

检测。
检测

框外的煤层视为岩层而不对其进行开采，
框外的煤层视为岩层而不对其进行开采 从而造成
资源的浪费
资源的浪费，因此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对采煤机

5 煤层边界框角点坐标转换

的采煤效率具有直接影响
的采煤效率具有直接影响。评定时将煤层边界框
评定时将煤层边界框

YOLOv2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
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
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输出的煤层
输出的煤层

的定位误差作为衡量煤岩识别成功与否的标准
的定位误差作为衡量煤岩识别成功与否的标准，若

边界框角点坐标为像素坐标
边界框角点坐标为像素坐标，在工程实际中将像素

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不超过
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不超过7%，
则定义为识别成

坐标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
坐标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 ，从而为采煤机滚筒方向

功，否则为失败
否则为失败。

的调整提供依据是实现智能开采的另一个重要环

图4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由图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 由图

节。
。

4中数据可知
中数据可知，YOLOv2对现场采集的煤岩图片识别
对现场采集的煤岩图片识别
026531-5

对摄像机成像模型的选取是实现不同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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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转换的前提，在确定出成像模型后通过棋

煤层角点
B u

Ouv
A

盘格法和张正友法进而解算出摄像机的内外置参

煤

数，与此同时明确像素坐标与矿井测量坐标之间的

层

物点对应关系也是实现不同坐标之间相互转换的
5.1

C

D

关键。

岩
层

成像模型的选取
摄像机一般有线性和非线性2种成像模型，摄

像距离是否会对图片产生畸变影响决定着这2种成

u

层

般小于1.2 m，图像受摄像距离所产生的畸变影响较

x

层

为光心；Oa-XaYaZa ，Oxy-xy ，Ouv-uv 对应的坐标系分

v

别为摄像机坐标系、图像坐标系、像素坐标系，其中

图7

Oxy-xy 和 Ouv-uv 处于同一个图像平面上；Xa ，Ya 轴分

Fig. 7

为图像平面的中心点。由于采煤机的推进方向为

5.3

正北方向，那么Za轴指向即为正北方向，Xa轴指向正
西方向，Ya轴指向下。

像素坐标系和图像坐标系

Pixel coordinate system and image coordinate

图像坐标向摄像机坐标转换
在线性成像模型中P( Xa，Ya，Za )，P( x，y )，Oa三点

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如图6所示，图像坐标上的点转
换成摄像机坐标的关系式为

P(Xa, Ya, Za)

北
Ouv
A
煤层
P(x, y)
Oxy
D
岩层

 Xa  kx

 Ya  ky
 Z  kz
 a

Za

B
u
C

f

式中，k 

x

5.4

v
y

Fig. 6

y

system schematic diagram

别与图像平面中的x，y轴平行；Za轴即为光心轴；Oxy

Xa

图6



岩

图6为线性成像模型，图中f为摄像机的焦距；Oa

Ya

Oxy(u , v )


小，故本文选用线性成像模型。

Oa

dx

煤

像模型的选择。在采煤过程中采煤机距离煤壁一

东

dy

v
Ouv

(6)

摄像机坐标系
。
图像坐标系

摄像机坐标向矿井测量坐标转换
4202工作面采掘工程平面图所采用的坐标为

矿井测量坐标，在该图中矿井测量坐标的 X 轴、Y 轴

线性成像模型示意

分别指向正北、正东方向，Z 轴指向上，所以在坐标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ar imaging model

转换前需要对摄像机坐标的空间位置进行调整，首

需要将煤层边界框角点A，B，C，D的像素坐标转

先让 Xa ，Za 平面绕 Ya 轴逆时针旋转 =90°，然后 Ya ，

换成矿井测量坐标，以下内容为各坐标系之间的具

Za平面绕Xa轴逆时针旋转 =270°，三维平移向量用

体转换关系。

T表示，那么这2种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5.2

 X  Xa cos   Za sin   t1
 Z  Z cos   X sin 

a
a

Z

Z

cos

Y
sin

  t3
a

Y  Ya cos   Z sin   t2

像素坐标向图像坐标转换
图7为像素坐标系和图像坐标系。
图像坐标和像素坐标的原点分别为Oxy和Ouv，图

像坐标的单位为mm，图像的每个像素在图像坐标
系的物理尺寸为dx和dy，像素坐标上的点转换成图
像坐标的关系式为

 x   u  u0  dx

 y   v  v0  dy
z  f


(7)

将式( 5 )～( 7 )进行联立并整理成最终的矩阵形
式：

(5)

026531-6

0
kf   u 
 X  0
  
 
0
ku0 dx   v   T
 Y     kdx
Z  0
 kdy kv0 dy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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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棋盘格标定法和张正友法对摄像机的内

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的精确度进行了检验，在矿井

置参数f，k，dx，dy，外置参数T进行了解算，最终求得

测 量 坐 标 系 中 摄 像 机 的 光 心 坐 标 为

f=30 mm，k=6.8，dx=0.72 mm，dy=0.72 mm

Oa( 4 451 726.246，19 683 037.405，476 ) m，为了对坐

153
T  135 mm
106 

标 数 值 进 行 简 化 令 N=4 451 726×10 mm ，P=

5.5



19 683 037×10 mm，H=476×10 mm，则Oa的坐标可表


示为( N+246，P+405，H )，表1为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

煤层角点像素坐标转换验证
以图3( a )为例，对煤层边界框角点的像素坐标
表1
Table 1



煤层边界框角点( A，B，C，D )的实际测量坐标与计算
坐标的对比结果。

实测坐标与计算坐标对比

Comparison table of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coordinates

煤层角点

像素点坐标值

相机坐标值/mm

计算矿井坐标值/mm

实测矿井坐标值/mm

A

( 0，0 )

( -1 018.37，-1 018.37，204 )

( N+1 457，P+1 423.37，H-1 018.37 )

( N+1 403.65，P+1 397.41，H-982.76 )

B

( 414，0 )

( 1 008.57，-1 018.37，204 )

( N+1 457，P-603.58，H-1 018.37 )

( N+1 408.92，P-614.28，H-980.33 )

D

( 0，198 )

( -1 018.37，-48.96，204 )

( N+1 457，P+1 423.37，H-48.96 )

( N+1 397.83，P+1 386.27，H-46.24 )

C

( 414，198 )

( 1 008.57，-48.96，204 )

( N+1 457，P-603.58，H-48.96 )

( N+1 402，P-620.63，H-45.84 )

由表中数据可知，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煤层边
界框角点 A ，B ，C ，D 的计算坐标与实际测量坐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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