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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教育机器人以其高科技性和生动趣味性成为培养电子信息、自动化等领域科

技人才的重要手段，本文开发了一套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MERV)，涉及

嵌入式图像识别算法研究与创新、构件化设计实现、精确动力驱动控制、以太网

传输和无线传输技术以及机器人自定位等方面的知识。 

视觉系统是 MERV 设计的难点之一，在低速嵌入式架构上实现的高效图像处

理算法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本文在硬件上尽量采用通用低速元器件，降低学习

入门难度和系统成本；在软件上大胆采用不适合在传统图像识别领域内使用的

RGB 颜色模型，提出了高效的图像滤波算法、颜色判定算法和图像理解算法，探

索出了先颜色判定后局部图像滤波的图像识别步骤，并对目标物体特征、材质进

行了实验和选择，实现了流畅的视觉功能。 

“多功能”是 MERV 的另一重要创新点，它的实现得益于构件化设计。本文

按照构件化思想将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功能独立的构件，设计了灵活的接口电路并

对各构件独立编程封装，确保了构件的独立性和可移植性，使系统能搭积木式的

拼装成多种具备不同功能的机器人。 

MERV 学习入门难度低，经济实用，不仅适合初级用户学习使用，还可以用

作机器人兴趣爱好者的二次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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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 Education Robot based on Vision 

Abstract 

Education-Robo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ult ivate talents in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fields. A MERV(Multi- function Education Robot based on Vision) wa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it relates to image process algorithms’s development, modular 

design, motor driven , data transfer, robot self-positioning and so on. 

Vis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MERV design, the high speed 

vision algorithm on the low performance archite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we use low performance components to lower the difficulty in study and 

system cost. In software we use the RGB model which does not fit traditional image 

processing, put forward some efficient algorithms in image filtering, color identify and 

image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ed a reasionable sequence in which partial image filter 

is placed after color identify.  

 "Multi- functional" is another important innovation, it benefits from the modular 

design ideas. In the paper, system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modules according to the 

modular design idea, and designed a flexible interface circuit, and each module was 

programmed independently to ensure the module’s independence, so, many robots with 

special function can be easily assembled with MERV.  

The MERV has a wide prospects due to it’s common architecture, low learning 

difficulty and economical design. It not only applicable to primary users to study, but 

also can serve as a continue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advanced Engineers.  

Key words: Education robot, Vision system, Image process algorithms, module 

 
 

Write by CaoZhenhua  

Supervised by WangYihuai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 II 

第一章 绪 论....................................................................................................................... 1 

1.1  教育机器人发展新需求和解决思路 ................................ ..................1 

1.1.1 教育机器人发展新需求 ...........................................................1 

1.1.2 本文解决新需求的思路 ...........................................................2 

1.2  研究背景与项目依托 ......................................................................3 

1.2.1 研究背景 ................................................................ ...............3 

1.2.2 技术难点 ................................................................ ...............4 

1.2.3 项目依托 ................................................................ ...............4 

1.3 MERV 总体架构及设计思路.............................................................5 

1.3.1 MERV 总体架构 ......................................................................5 

1.3.2 MERV 设计思路 ......................................................................5 

1.4  课题研究意义 ................................................................ ................6 

1.5  论文工作及论文结构 ......................................................................7 

1.5.1 论文工作安排 ................................ ........................................7 

1.5.2 论文结构 ................................................................ ...............8 

第二章 嵌入式图像处理算法设计.................................................................................... 9 

2.1  嵌入式图像处理的瓶颈................................ ...................................9 

2.2  颜色模型变换 ................................................................ .............. 10 

2.2.1 常用颜色模型 ................................ ...................................... 10 

2.2.2 RGB、HSV、YUV 颜色模型对比 .......................................... 12 

2.2.3 RGB、HSV 颜色模型转化 ................................ ..................... 13 

2.2.4 RGB、HSV 颜色模型转化的改进算法 .................................... 14 

2.2.5 对色彩模型选择的实验与思考 ................................ .............. 15 

2.3  图像滤波 .................................................................................... 17 

2.3.1 邻域平均法 ................................ .......................................... 17 

2.3.2 中值滤波法 ................................ .......................................... 18 

2.3.3 中值滤波改进的一般方法 ................................ ..................... 19 



 

 

2.3.4 边缘跟随滤波法 ................................................................... 19 

2.4  颜色判定 .................................................................................... 21 

2.4.1 经典颜色判定算法 ............................................................... 21 

2.4.2 快速颜色判定算法 ............................................................... 21 

2.5  图像分割与理解................................................................ ........... 23 

2.5.1 通用分割法分析 ................................................................... 23 

2.5.2 N 跨度图像分割理解算法 ...................................................... 24 

2.6  对图像处理的整体思考及改进....................................................... 24 

2.7  本章小结 .................................................................................... 25 

第三章 MERV 硬件设计 ..................................................................................................... 27 

3.1  系统硬件构件化设计 .................................................................... 27 

3.2  图像处理构件 ................................................................ .............. 27 

3.2.1 主控芯片选型 ................................ ...................................... 28 

3.2.2 系统时钟 ................................................................ ............. 29 

3.2.3 电源电路 ................................................................ ............. 30 

3.2.4 图像处理构件串行接口 ........................................................ 30 

3.2.5 存储器扩展 ................................ .......................................... 31 

3.2.6 以太网构件设计 ................................................................... 31 

3.3  图像采集构件 ................................................................ .............. 32 

3.3.1 电源支撑电路 ................................ ...................................... 32 

3.3.2 图像传感器构件及 SCCB 接口 ................................ .............. 33 

3.3.3 图像采集构件 FPGA 电路设计 ................................ .............. 33 

3.3.4 图像采集构件 FPGA 支撑系统设计 ....................................... 34 

3.3.5 FPGA JTAG ................................ .......................................... 34 

3.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 ....................................... 35 

3.4.1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主控芯片选型................................ ........... 35 

3.4.2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电源电路 ................................................. 35 

3.4.3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最小系统 ................................................. 36 

3.4.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电机驱动电路................................ ........... 37 

3.4.5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串口设计 ................................................. 38 

3.5  硬件调试中遇到的三个问题 .......................................................... 39 



 

 

3.5.1 电机调速问题 ................................ ...................................... 39 

3.5.2 SCCB 接口读出 0xff 问题  ...................................................... 40 

3.5.3 视觉构件之间连接问题 ........................................................ 40 

3.6  本章小结 .................................................................................... 41 

第四章 MERV 软件设计 ..................................................................................................... 42 

4.1  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 .................................................................... 42 

4.2  图像采集构件 ................................................................ .............. 43 

4.2.1 图像传感器参数配置 ............................................................ 43 

4.2.2 FPGA 程序设计................................ ..................................... 45 

4.3  图像处理构件 ................................................................ .............. 47 

4.3.1 图像提取 ................................................................ ............. 47 

4.3.2 图像识别 ................................................................ ............. 48 

4.3.3 高端测试软件设计 ............................................................... 51 

4.3.4 视觉构件综合实验及其改进 ................................................. 51 

4.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 ....................................... 53 

4.4.1 电机驱动程序设计 ............................................................... 53 

4.4.2 目标物体信息接收处理设计 ................................................. 53 

4.4.3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总体流程设计................................ ........... 54 

4.5  可选择构件程序设计 .................................................................... 55 

4.6  本章小结 .................................................................................... 55 

第五章 MERV 其它多功能案例 ......................................................................................... 56 

5.1 MERV 实物外观 ................................................................ ........... 56 

5.1.1 视觉系统 ................................................................ ............. 56 

5.1.2 动力系统 ................................................................ ............. 56 

5.1.3 可选构件和其它部分 ............................................................ 57 

5.2  多功能应用实例简介 .................................................................... 57 

5.2.1 跟踪摄像机 ................................ .......................................... 57 

5.2.2 走迷宫机器人 ................................ ...................................... 58 

5.2.3 探险机器人和足球比赛机器人 ................................ .............. 59 

5.3  本章小结 .................................................................................... 60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1 

6.1 论文总结 ................................ ................................ ..................... 61 

6.2 论文展望 ................................ ................................ ..................... 62 

参考文献 ............................................................................................................................. 6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7 

附  录 ................................................................................................................................. 68 

附录 1 视觉构件 PCB 图 ................................ ..................................... 68 

附录 2  FPGA 最小系统图.................................................................... 69 

附录 3 动力驱动控制构建 PCB 图........................................................ 70 

致  谢 ................................................................................................................................. 71 



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设计与实现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教育机器人是机器人在教育领域内的应用变种，是为了适应教育领域的特殊

环境而进行了简洁化、小型化、灵活性改造的机器人[1][2]。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

机器人(MERV, Mult i- function Education Robot based on Vision)是以视觉导航功能为

主，集成多种功能构件，可以面向多种功能领域使用的教育机器人。课题设计目

标是开发一套既可以在教育领域内用作多种学科的教学平台，又可以作为二次开

发平台使用，也可以经过简单程序修改参加竞技比赛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本文

以能够追踪特定目标物体的 MERV 为例阐述系统的设计与开发过程。 

1.1 教育机器人发展新需求和解决思路 

1.1.1 教育机器人发展新需求 

随着国内科技发展，机器人技术逐渐从少数研究所和院校扩散到了普通家庭

中，普通中小学内也开展了科技竞赛，在这种背景下，教育机器人开始走进教育

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入门级用户迅速掌握科技前沿知识[2]。在用户使用的

过程中，现有的教育机器人系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局限性，用户对教育机器人的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1. 集多种功能于一体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已经有门类比较丰富的机器人系统供用户选择，如走迷宫

机器人、产品数量清点机器人、循迹机器人等。这些机器人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功能单一，固定的功能不能更改，所以用户买到其中一种机器人后，只能学

习一些固定的功能，要学习其它的功能，即使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功能，用户也必

须花钱买另一款机器人，严重浪费了用户的财力，并且用户并不清楚在这种功能

整体代换的过程中，硬件和软件上更换的细节，技术对用户不开放，不利于用户

全面学习和掌握机器人技术。 

2. 能模拟人的视觉功能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教育机器人多采用红外、光敏等普通传感器进行外界信息

捕捉，这些传感器功能单一。普通用户往往对机器人寄予很高的期望值，希望机

器人能具有人的思维、人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人的行为模式，比如很多用户希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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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能实现类似人的视觉功能，比如用基于图像采集处理的视觉功能代替以红外

采集为基础的视觉系统，使机器人视觉系统更接近人的视觉系统。然而，基于图

像采集处理的视觉系统在现有经典机器人架构中多数采用高速元器件搭建，这些

元器件架构复杂、入门难度高、价格比较贵，不适合普通用户学习使用。随着科

技的发展，在低速嵌入式系统上实现机器人视觉逐步成为可能，用户开始期待一

款既能实现流畅的视觉功能，又具有架构简单、学习入门难度低、经济实用的机

器人视觉学习系统。 

3. 可作为二次开发平台 

初级开发用户掌握了一些机器人开发和嵌入式应用开发相关的基础知识后，

希望能尽快设计出具备特定功能的机器人，但是他们对从零开始着手做机器人硬

件开发和软件开发没有经验和自信，于是他们希望教育机器人能够作为他们进行

二次开发的应用平台。在教育机器人完善的基本功能设计基础上，开发者只需要

进行基本功能模块的组合搭建，这些基本功能模块在教育机器人中都有详细的说

明和程序设计实现，所以用户在软件上无需做底层驱动开发，由此可以降低机器

人设计者的开发难度并缩短开发周期，有能力的用户也可以对底层驱动程序做学

习和改进。 

1.1.2 本文解决新需求的思路 

构件化思想是软件工程中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在嵌入式领域内的引申和

变形。构件化设计过程中，将功能独立的硬件模块及其接口进行封装，并在此硬

件封装上编写独立的驱动程序，形成一个功能独立、接口简单的软硬件结合的功

能实体，称之为构件。构件化思想将复杂的应用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功能独立的部

分，也就是构件，上层构件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子构件，系统进行这样的分割之

后，不但调试简单，便于追查错误，而且使设计出的构件可以很容易的移植到其

它系统中使用，无需进行重复的软硬件开发 [1]~[5]。 

本文深入思考了用户的新需求，并仔细分析了市面上流行的教育机器人架构，

在构件化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款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系统MERV。

为了满足用户学习更多功能模块的需要，并避免重复购置教育机器人时的财力浪

费，本文设计的MERV集成了多种功能部分，如视觉构件、动力驱动构件、无线传

输构件以及方向传感器等多种构件，在一个MERV上可以学习图像采集、图像处理

及识别、电机驱动、机器人自定位、LCD显示、无线数据传输、嵌入式以太网等

多种技术。MERV系统所采用的元器件多数为低速通用元器件，降低了入门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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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学习难度，也大大降低了机器人系统的整体成本。得益于构件化设计思想，

本文在设计过程中，将各种功能部分设计成独立的构件，比如视觉构件、电机驱

动构件等，对各构件进行独立编程封装，提高了它们的独立性和可移植性。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只需要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构件，将它们插接在一起，在中心控

制部分做简单的程序调整就能实现预定的功能。 

MERV 系统学习入门难度低，经济实用，不仅适合初级用户学习使用，还可

以用作机器人兴趣爱好者的二次开发平台。 

1.2 研究背景与项目依托 

1.2.1 研究背景 

1．国内对机器人的研究热情高涨 

国内对机器人研究越来越重视，中国 863 机器人主题专家组已经将机器人系

统的研究开发列为 863 项目；国内高校积极投入到国际机器人比赛中并获得了优

异成绩，激发了国内对机器人的研究热情[4]；国内教育部门制订了机器人开发兴趣

刺激政策，例如在机器人兴趣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以在高考、中考中享受优先

录取待遇等，使国内对机器人的研究热情高涨，机器人开发制造技术迅速发展，

在国际机器人设计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5]~[7]。 

2．国内外同类产品存在局限性 

国内做的比较成功的教育机器人系统有广州中鸣教育机器人开发平台、北京

未来星教育机器人以及上海的能力风暴机器人等[6]，在国内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入门难度大、功能单一、更新速度慢等，几乎没

有基于视觉的、能实现多种功能任意搭建的、配套的高端教育机器人产品出现，

使机器人在教育领域内的应用研究普遍停留在低层次水平上。 

国外教育机器人比较成功的产品有美国乐高课堂机器人和德国惠鱼机器人模

型等，但是它们存在源码不开放、编程语言为较难理解的汇编语言、不能直接用

于比赛中、未汉化等缺点，不宜在国内教育领域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中使用[7]。 

3．机器人教育资源不平衡 

国内机器人研究集中在少数名牌高等院校中，大部分普通院校缺乏用于机器

人技术研究的财力、物力和基础设施，特别是普通中小学，急需可以作为教学工

具的集最新机器人技术于一体的、容易学习入门的、经济实用的教育机器人系统，



第一章  绪  论  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设计与实现  

 4 

使机器人应用研究在中小学甚至一些普通高等院校内发展缓慢。 

4．机器人开发门槛有待降低 

影响和规模较大的带视觉功能的机器人典型架构如图 1-1 所示，机器人视觉系 

统中使用的图像是通过位于比赛场地

上空的两台摄像机采集的，然后通过

PC 机的图像采集卡采集到 PC 机内部

并进行图像识别，每台 PC 机要配置摄

像机、视频采集卡和无线收发装置，

所以系统成本较高，体积庞大[6]。 

目前也有更先进的机器人架构，

使用高速元器件 DSP 进行图像采集，

并通过 ARM 等高速微控制器进行处

理[7]~[9]，但是这种架构中采用的元器件学习入门难度大，不适合教育领域内初学

者学习使用；由于采用的元器件为高频元器件，PCB 布板费用较高、焊接难度大、

元器件价格贵，不适合经济和技术实力薄弱的普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中小学使用。 

1.2.2 技术难点 

（1）视觉系统实现中图像处理算法设计是关键，由于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

并且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 PC 机上运行非常好、效率非常

高的图像处理算法到嵌入式领域内就失去了应有的效能，甚至不能运行，所以在

视觉系统实现时，要深入研究通用领域内的图像处理算法并进行改进和创新。 

（2）在低速嵌入式微处理器上进行彩色图像采集是课题实现的难点之一，由

于图像传感器是主动类型的，图像传感器会根据预定的格式连续不断的输出图像

数据，一旦漏采集或者采集错乱就会使图像数据不能用。 

（3）机器人运动的精准控制、各个模块间通信接口设计、图像传感器驱动、

无线通信技术及较高频电路板的设计等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难题。 

1.2.3 项目依托 

鉴于国内外教育机器人存在架构复杂、入门难度大、成本高等局限性的现状，

南京紫光科教仪器有限公司联合苏州大学飞思卡尔 MCU&DSP 实验室，以降低国

内机器人学习入门难度、削减机器人教育成本、扩大机器人学习群体为目标，立

项联合开发适合中国教育现状和经济条件的教育机器人系统，课题以此为蓝本，

 

 

 

 

 

 

 

图1-1 机器人系统典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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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南京紫光科教仪器有限公司委托而开发。MERV 于 2008 年底分别由南京紫光科

教仪器有限公司和苏州大学飞思卡尔 MCU&DSP 实验室组织在南宁市教育机器人

推介会和苏州市风险投资会议上进行了展示，获得了同行业的好评和关注。 

1.3 MERV 总体架构及设计思路 

1.3.1 MERV 总体架构 

MERV 除了包含视觉系统构件和动力驱动构件外，还包含多种可选构件，如方

向传感器构件、无线通信 Zigbee 构件等，总体架构如图 1-2 所示。将多个可选择

构件搭积木式的组合在一起，配合视觉系统构件和动力驱动构件，可以使 MERV 组

合出多种具备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变形，如跟踪摄像机、走迷宫机器人、探险机器

人、组队比赛机器人等，以丰富的兴趣点激发使用者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使用者

的动手开发能力。在课题开发后期，为了改进系统性能，又开发了机器人夜视系

统构件，使机器人在无可见光的情况下仍能采集到清晰的图像。 

1.3.2 MERV 设计思路 

MERV 系统总体设计思路如图 1-3 所示，决策信息来源于视觉构件，视觉构件

包括图像采集子构件和图像处理子构件两部分，决策信息的最初来源是图像传感

器，然后经过图像采集和图像识别等处理得到目标物体信息，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根据目标物体信息调整动力装置的运作，从而调整机器人的运动姿态。 

 

 

 

 

 

 

 

 

 

 

 

 

图1-2 MERV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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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MERV整体设计思路 

机器人视觉构件中采用Omnivision 公司生产的OV7670 彩色图像传感器模组，

支持 640*480 的分辨率，该传感器属于主动传输型的，即数据按照传感器固定的

时序将数据持续向外传输，而不会考虑外部器件有没有接收到数据，而且传输速

度非常快，所以一定要采用快速元器件进行数据接收[8]，因此本文采用 Lattice 公

司生产的 FPGA 进行图像数据接收。 

从图像传感器中获得图像数据信息之后，为了对机器人进行实时准确控制，

需要对图像数据进行快速识别处理，经典设计中都是采用 200M 以上主频的 ARM

微处理器或者 PC 机进行数据处理，这些架构入门难度较高、焊接难度大、制板成

本高，所以本文大胆采用价位较低、焊接容易的 8 位通用芯片 C51 微处理器，大

大降低了用户入门难度和设计成本，但软件设计难度就增加了，要用软件的方法

补偿硬件速度的缺陷，达到实时控制的目的。 

视觉构件输出目标物体信息后，动力驱动控制构件就要进行迅速灵活的动力

驱动控制响应，以满足实时性的需求。动力驱动控制构件采用 Freescale 公司生产

的面向汽车电子应用的增强型 16 位芯片 MC9S12DG128，该芯片性能稳定，可以

实现对电机的灵活控制。 

为了适应教育界使用，预留了 PC 编程接口，使用户可以通过 PC 机的图形化

编程界面，快速、灵活的改变控制策略和控制算法，便于快速学习。 

1.4 课题研究意义 

教育机器人是一种高科技载体，是培养信息、自动化等领域科技人才的重要

手段，同时也是展示高科技的生动窗口和促进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2][7]，通过将机 

器人系统大众化普及化，能够快速有效地掀起青少年科技竞争的热潮，从而提高

全民科技文化素养。开发一款适合大众群体使用的高性能、易学易用、经济的教

育机器人学习平台，将会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普及。本文设计的 MERV 系统主

图像采集子构件
图像数据和

控制信号
图像处理子构件图像数据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S12DG128

动力装

置

图像传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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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信号

视觉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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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优点有： 

（1）系统体积小，总体重量不超过 1kg，移动灵活，便于携带，在教育使用

中，教师能轻易地将机器人演示现场搬到教室中，使该系统的应用更灵活。 

（2）课题中大胆采用不适合在传统图像识别领域内使用的 RGB 颜色模型，

提出了高效的图像滤波算法、颜色判定算法和图像理解算法，探索出了先颜色判

定后局部图像滤波的图像识别步骤，并对目标物体特征、材质进行了实验和选择，

实现了流畅的视觉功能。创新的图像处理算法复杂度低，针对相同的图像识别任

务，创新的算法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更少，因此算法运行效率更高；简单的算法设

计思想使程序结构更加清晰，更利于初学者学习入门。 

（3）引入构件化设计思想，清晰的划分系统功能，各个构件功能独立，增强

了系统的可移植性，使 MERV 能很容易的搭积木式地组装出多种不同的功能，可

以作为机器人兴趣爱好者的二次开发平台使用。程序设计经验较少的学习者可以

从功能较简单的构件开始学习，降低对编写复杂系统程序的胆怯心理，循序渐进

中学习机器人技术。 

（4）采用通用低速芯片，入门难度较低，适合入门级用户学习使用；总体成

本控制在千元以内，经济实用，一般科研单位、普通学校或个人都可以支付的起，

低廉的成本使机器人能快速走进平民家庭。 

游戏性与高科技的有机结合、高性能与低价位的鲜明对比，会使 MERV 在普

及科学知识、激发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方面起到推动作用[5]~[7]。 

1.5 论文工作及论文结构 

1.5.1 论文工作安排 

本文的主要工作分为五个阶段：总体设计阶段、嵌入式图像处理算法设计阶

段、硬件设计阶段、软件设计阶段和总体验证阶段，五个阶段并非绝对顺序进行，

而是在后期阶段中逐渐验证前期阶段中设计的合理性，并及时改正前期设计中的

失误，各个阶段交叉进行。 

（1）总体设计阶段主要任务是进行系统可行性分析，搜索实现系统的各种可

行元器件组合方案，对各种方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学习，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

性价比较高、结构较简单、易于学习和使用的总体设计方案。 

（2）图像处理算法设计改进阶段的任务是在总体设计完成后，根据总体设计

方案中采用的元器件的特性，查阅资料寻找并探索既可以完成预定图像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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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快速执行的图像处理算法，尽力提高图像处理速度，保证系统实时性需求。 

（3）硬件设计阶段和软件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总体设计，完成硬件电路板

设计制作、电子元器件采购与焊接、底层驱动软件编写以及调试。 

（4）总体验证阶段是系统初步开发完成之后，对系统的整体性能评估、测试

和改进，检验系统是否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在检测中进一步改进系统软硬件实施

方案，改善系统的整体性能。 

1.5.2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国内外机器人研究现状以及随着科技发展用

户提出的新需求，明确了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针对国内外机器人研究日趋

火热，而可用于学习中使用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存在局限性的现状，阐述了课题

研究的意义和课题来源，给出了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工作计划和设计步骤。 

第二章为图像处理算法设计部分，视觉系统是 MERV 的设计难点之一，在低

速硬件架构上的高效视觉处理算法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本章首先介绍了常用的

几种颜色模型，并对这些颜色模型进行比较、试验和分析，找到最适合课题使用

的颜色模型；确定了颜色模型以后，针对它的图像数据格式和数据量，讨论各种

图像滤波、颜色判别以及区域分割等经典算法，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创新算法；

最后，调整了图像处理流程，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无意义操作，减轻了数据处理压

力，加快了图像处理速度。 

第三、四章为硬件和软件设计部分，“多功能”是 MERV 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

它的实现得益于构件化设计思想。本文在硬件设计中按照构件化思想将系统分成

若干个功能独立的构件，并设计了灵活的接口电路；在软件上对各个构件独立编

程封装，确保了构件的独立性和可移植性，使系统能搭积木式的拼装成多种具备

不同功能的机器人。第三、四章详细阐述了系统各个功能构件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过程，对硬件选型、接口设计、系统机械结构等方面做了周密考虑，并有效的利

用软件设计弥补了低速硬件架构的不足；文中还探讨了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

题的解决方法。 

第五章为 MERV 多功能案例，探讨了三款在 MERV 基础上通过组装可选构件

实现的具体应用案例，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功能特性。 

第六章为总结和展望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尚待研

究和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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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嵌入式图像处理算法设计 

图像处理给嵌入式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硬件性能的瓶颈，在高速架

构(如PC机)上非常优秀的图像处理算法在低速架构(如嵌入式系统)上却很难发挥

作用，所以对图像处理算法的创新是嵌入式图像处理领域研究的重点[8] [9]。 

彩色图像处理一般包括图像颜色模型变换、图像滤波、图像分割和图像理解

等，本章在介绍了嵌入式图像处理的软硬件瓶颈后，按照图像处理的顺序逐步分

析了常用图像处理算法并给出了创新设计。 

2.1 嵌入式图像处理的瓶颈 

嵌入式系统不同于通用PC，硬件资源非常少，而且性能相对较弱，因此，在

嵌入式系统上做应用开发与在通用PC上做应用开发考虑的侧重点不同，要深入理

解嵌入式系统的“有限资源”这一瓶颈特征。 

1. 主频低 

通用PC的主频很高，目前PC机标准配置主频能达到2.0G以上，而且是多核架

构，但是嵌入式领域内的处理器主频一般很低，通用的嵌入式微处理器主频集中

在10KHZ～100MHZ之间，仅相当于1990年Intel推出的80486 CPU的主频，即使高

速元器件如ARM10、ADSP和高速FPGA等，主频也只有200MHZ左右，很少能达

到600MHZ以上，如Freescale面向3G影音应用的6核DSP单核主频也只有1GHZ，比

2000年Intel发布的Pentium4 1.13G主频还要低，由此可见，嵌入式领域的微处理器

处理速度与通用PC机存在近10年的技术差距。 

2. 存储器资源极少 

目前通用PC机标准配置中内存为2G，硬盘为320G以上，然而在嵌入式领域，

内存的容量仅能以K作为单位，大部分在10K~50K之间，超过100K内存的微处理器

非常少，程序存储器也仅能以M为单位，大部分程序存储器采用Flash芯片，容量

在512M以内。所以嵌入式领域内的微控制器存储器资源与通用PC机相比存在1000

倍以上的差距。 

3. 处理器架构简单 

通用PC机的处理器中配有协处理器，辅助主处理器做数据处理，目前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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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数据吞吐能力极大的多核架构的处理器，但是在嵌入式领域的微处理器中，

只有少数系列的微控制器配有协处理器，多核结构的微处理器只是在近期才出现。 

综上所述，嵌入式领域微控制器资源紧缺，处理速度慢，数据吞吐能力弱，

因此嵌入式图像处理算法设计面临严峻的考验。按10帧/秒的处理速度，视觉系统

每秒钟要处理300万个像素点，约合6M字节，数据处理量大，在高速系统如PC机

上较好的算法移植到低速系统中很难正常运行[10]~[13]。 

MERV 主要用于大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中，要求具备易入门、易操作、易改装、

经济实用等特点，所以在硬件设计中需要选择通用、廉价的元器件，要想在这种

低速架构上实现图像处理功能，就必须摒弃 PC 机领域和传统机器人中实现图像处

理的部分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传统图像处理算法，并针对有限资源这一瓶颈问

题进行算法创新[12]~[14]，寻找一种适合在教育机器人中使用的、易入门、易使用、

运算速度快、硬件要求低的高效算法。 

2.2 颜色模型变换 

颜色模型是描述使用一组值表示颜色的方法的抽象数学模型，例如三原色光

模式(RGB)和印刷四分色模式(CMYK)都是颜色模型[15]。颜色模型规定一些属性或

原色，将颜色分解成不同属性的数字化组合，例如要在评估两个非常匹配的“红

色”时，可以通过数值比较它们在三原色空间的关系，而不是用“更红”或“更

黑”之类的模糊不清的词语，使对颜色的描述更科学更准确。 

所谓颜色模型变换就是在各种颜色模型中选择适合使用的模型，并将图像数

据从已知颜色模型转换成目标颜色模型的过程[16]。 

2.2.1 常用颜色模型 

目前常用的颜色模型可分两类：一类面向诸如彩色显示器或打印机等硬件设

备，另一类面向以彩色处理为目的的应用[15][17]。面向硬件设备的最常用颜色模型

是 RGB(Red、Green、Blue)颜色模型；而面向彩色处理的最常用模型是 HSI 颜色

模型，其中 H 表示色调(Hue)，S 表示饱和度(Saturation)，I 表示亮度(Intensity)，

其它常用的颜色模型还有 YUV、CMYK 等，本节简要介绍几种常用的颜色模型。 

1. RGB颜色模型 

RGB 模型是一种矩形直角空间模型，它用 R、G 和 B 三个基本分量的值表示

颜色，原点对应黑色，离原点最远的顶点对应白色。如图 2-1 所示，坐标轴上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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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G

黑（0，0，0）

蓝（0，0，1）

绿（1，0，0）

红（0，1，0）

青（0，1，1）

品红（1，0，1）

黄（1，1，0）

白（1，1，1）

灰度

个顶点表示红（R）、绿（G）和蓝（B）

三个基色[18]~[21]。根据人眼结构，所有颜

色都可以看作是三个基本颜色红(R)、绿

(G)和蓝(B)的不同组合。 

2. HSI和HSV颜色模型 

 HSI 和 HSV 是对同一种颜色空间

的两种不同表达，这两种模式差别不大，

只是色彩模型有少许不同。 

 HSI 色彩空间是从人的视觉系统出

发，用色调(Hue)、饱和度(Saturation)和亮度(Intensity)来描述色彩[20]。HSI 色彩空

间可以用一个圆锥空间模型来描述，这种圆锥模型相当复杂，但能把色调、亮度

和饱和度的变化情形表现得很清楚。通常把饱和度和色调通称为色度，用来表示

颜色的类别和深浅程度。人的视觉对亮度的敏感程度远强于对颜色浓淡的敏感程

度，为了便于色彩处理和识别，模拟人的视觉系统经常采用 HSI 色彩空间，它比

RGB 颜色空间更符合人的视觉特性。在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领域内大量的算法

都可以在 HSI 色彩空间基础上方便地使用，它的各个分量可以分开处理而且是相

互独立的，因此，使用 HSI 颜色空间可以大大简化图像分析和处理的工作量。HSI

色彩空间和 RGB 色彩空间是对同一物理

量的不同表示，二者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HSV(Hue,Saturation,Value)模型中，H

参数表示色彩信息，即所处的光谱颜色的

位置，该参数用一角度量来表示，范围从

0°到 360°，红、绿、蓝分别相隔 120°。

互补色分别相差 180°；纯度 S 为一比例

值，范围从 0%到 100%，它表示组成所选

颜色的纯度和该颜色最大的纯度之间的比

率；V 参数为亮度值，由于亮度值受光照

度变化影响很大，而其它两个参数受光照

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图像处理中可以将 V

作为辅助因素，把其它两个分量作为主因素。HSV 颜色空间模型对应于圆柱坐标

系中的一个圆锥形子集，如图 2-2 所示，S=0 时，只有灰度变化。圆锥的顶面对应

 

 

 

 

 

 

 

 

图2-1 RGB颜色立体模型 

 

 

 

 

 

 

 

 

 

 

图2-2 HSV颜色模型立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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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V=1，它包含 RGB 模型中的 R=1，G=1，B=1 三个面，所代表的颜色较亮。色

彩 H 由绕 V 轴的旋转角给定，红色对应于角度 0°，绿色对应于角度 120°，蓝色

对应于角度 240°。在 HSV 颜色模型中，每一种颜色和它的补色相差 180°。饱

和度 S 取值从 0 到 1，所以圆锥顶面的半径为１。在圆锥的顶点(即原点)处，V=0，

H 和 S 无定义，代表黑色。圆锥的顶面中心处 S=0，V=1，H 无定义，代表白色。

从该点到原点代表亮度渐暗的灰色，即具有不同灰度的灰色。可以说，HSV 模型

中的 V 轴对应于 RGB 颜色空间中的主对角线[22]。在圆锥顶面的圆周上的颜色，

V=1，S=1，这些颜色是纯色。 

3. YUV颜色模型 

在现代彩色电视系统中，通常采用三管彩色摄像机或彩色 CCD 摄像机，它把

摄得的彩色图像信号经过分色并分别放大校正得到 RGB，再经过矩阵变换电路得

到亮度信号 Y 和两个色差信号 R－Y、B－Y，最后发送端将亮度和色差等三个信

号分别进行编码，用同一信道发送出去，这就是 YUV 色彩空间[23]~[25]。采用 YUV

色彩空间的好处是它的亮度信号 Y 和色差信号 U、V 是分离的，如果只显示 Y 信

号分量而不显示 U、V 分量，那么显示出来的图是黑白灰度图像，所以彩色电视采

用 YUV 空间的亮度信号 Y 解决彩色电视机与黑白电视机的兼容问题，使黑白电视

机也能接收彩色信号。根据美国国家电视制式委员会 NTSC 制式的标准，当白光

的亮度用 Y 来表示时，它和红、绿、蓝三色光的关系可用如下式的方程描述：

Y=0.3R+0.59G+0.11B 这就是常用的亮度公式[24][26]；色差 U、V 是由 B－Y、R－Y

按不同比例压缩而成的，由 YUV 空间转化成 RGB 空间，只要进行逆运算即可。 

2.2.2 RGB、YUV、HSV 颜色模型对比 

三种模型分别适用于不同应用领域中，在图像识别领域内，要求在不同光线

亮度和不同光线照射方向情况下对同一物体的识别结果一致，所以选择颜色模型

 

 

 

 

 

 

 

 

 

图2-3 RGB、YUV、 HSV颜色模型对光照亮度敏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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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考虑光线照射的强度和方向等因素，三种颜色模型对同一种颜色在不同光

照情况下的对比如图 2-3 所示。 

图 2-3 中黑色方框代表光线暗时的各分量取值，白色方框表示光线较亮时的各

分量取值，a 图为 RGB 色彩模型，b 图为 YUV 色彩模型，c 为 HSV 色彩模型[27]~[29]，

从图中可以看出，HSV 模型比较稳定，受光照影响相对较小，在光照变化的情况

下，H 分量基本没有变化，鲁棒性强，所以可以把 H 分量作为图像识别的主因素，

在两种颜色比较相近的情况下，两者的 H 值会十分接近，但其饱和度 S 值的区分

十分明显，可利用 S 值作为辅助判断，将两种相近颜色区分出来；YUV 模型对光

照强度的敏感度次之；RGB 对光照强度的敏感性最强，各个分量的变化都比较强

烈，在光线变化较频繁的环境下不适合用在图像识别应用中。 

2.2.3 RGB、HSV 颜色模型转化 

由于 RGB 颜色模型在图像采集硬件中得到了广泛支持，而不适合用于图像识

别中，同时 HSV 颜色空间对亮度变化，适合做图像识别，但是很难被硬件直接支

持，所以在图像识别领域，需要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化，将每个像素的 R、G、

B 三个分量转换成 H、S、V 分量。RGB 模型与 HSV 模型之间并非线性转换，目

前机器人视觉处理中采用的 RGB 向 HSV 转换的经典公式为[30]~[33]： 

ε = arccos

))(()(2

)()(

2 BGBRGR

BRGR




                       （2-1） 

H =ε ；   （G>B）                                        （2-2） 

H= 2π  -ε ； （G<=B）                                    （2-3） 

V=(R+G+B)/3；                                            （2-4） 

S=1 - 
V

BGR ),,min(
                                        （2-5） 

上述变换都是非线性变化，存在 3 个突出缺陷：一是 RGB 分量值产生的细微

变化对 H 值影响较大，造成图像识别的不确定性；二是在直方图的分布上，变换

后的值不再均匀，对图像分割带来一定的影响；三是公式 2-1 中包含反三角运算、

平方根运算、平方运算以及加减运算，要对 30 万像素中的每个像素进行这样的运

算，计算量相当大，即使对于具有 1G 主频的 PC 机，每秒钟也只能处理 10 帧左右

的图像，所以根本不适合在百兆主频以内的微处理器中实时运作，要在教育机器

人系统中获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寻找更合适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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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RGB、HSV 颜色模型转化的改进算法 

RGB、HSV 颜色模型之间的改进转换算法是从 RGB 立方体和 HSV 立方体抽

象而来，从 RGB 立方体对角线的白色顶点向黑色顶点观察，就可以看到立方体的

六边形外形。六边形边界表示色彩，水平轴表示纯度，亮度沿垂直轴测量[31]~[35]，

见图 2-4。 

 

 

 

 

 

 

 

 

 

图2-4 RGB、HSV立方体抽象模型 

从图 2-4 中能够看出 RGB 和 HSV 两种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转换方法。图

2-4 中 C 图从 V 轴向下看，看到的效果类似图 2-2 中 V=1 的平面图。 

设 RGB 空间任意一点的颜色值为(R，G，B)，该点在图 2-2 中 V=1 的平面图

中的位置角度取决于三个分量值的大小顺序关系，三个分量的大小关系最多有

P[3,3]种排列：Ⅰ、R≥G≥B；II、G≥R≥B；III、G≥B≥R；IV、B≥G≥R；V、

B≥R≥G；VI、R≥B≥G，为了便于角度 H 分量的计算，可以把 360°空间按照

这六种组合关系划分成相应的 6 个各 60°的扇形区域，如图 2-5 所示。对应于图 

2-2 的锥顶平面，色彩 H 由绕圆点（V

轴）的角度给定，红色对应于角度 0°，

绿色对应于角度 120°，蓝色对应于角

度 240°。通过图 2-4 和 2-5，可得到计

算 HVS 参数的简单算法[36]~[38]： 

max=max(R,G,B)； 

min=min(R,G,B)； 

if(max==R)   

h=60*(G-B)/(max-min) //I、VI 区 

if(max==G)  h=120+60*(B-R)/(max-min) ；  

//II、III 区 

if(max==B)  h=240+60*(r-g)/(max-min)；   //IV、V 区 

 

 

 

 

 

 

 

 

 

 

 

图2-5 HSV颜色空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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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360) % 360 * 255 / 360；     //取正数值,并归算到 0～255 之间 

v=max(r,g,b)； 

通过以上改进算法，成功的去掉了反三角函数运算、平方根运算等复杂的运

算过程，有效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大大提高了颜色模型间的转换速度。 

2.2.5 对色彩模型选择的实验与思考 

1. 对软件实现HSV模式的实验与思考 

为了验证上述改进算法究竟是不是满足本课题应用需求，对算法进行了试验，

实验硬件条件是飞思卡尔的 HCS12XDP512 双核微处理器，内部集成的协处理器总

线能达到 80MHz 的性能，比其主处理器的速度稍微快一些；在软件上尽量不做其

它事情，主处理器记录开始试验的时间和结束试验的时间，并通过串口将时间信

息发送给高端串口调试界面，协处理器只是对内存中存储的 320×240 像素大小的

图像数据信息进行色彩模式转化，每个像素的三个分量总共用两个字节表示，转

换开始命令是通过主处理器触发软中断的方式执行的，协处理器转换 10 次后退出

软中断。实验结果表明，每幅图像处理的时间约为 0.402 秒，如果再加上图像滤波，

图像识别等操作，每幅图像处理的时间会更多，实时控制可望而不可及。 

2. 对硬件YUV输出模式的实验与思考 

上节的试验结果显然不能满足课题需要，所以开始考虑用硬件转换色彩模式

代替软件转换方式，通过各方面的考虑，选择了一款即支持 RGB 输出模式又直接

支持硬件 YUV 模式转化的图像传感器。通过 2.1.2 节的介绍，YUV 模式用作图像

处理颜色模型也是不错的选择，又能直接得到硬件支持，所以考虑使用 YUV 模式

进行试验。 

试验的硬件条件为图像传感器采集构件+FS8610 图像处理器的方式，具体硬件

配置见硬件设计部分，高端测试界面见软件设计部分。试验目的是通过高端还原

图像的方式查看图像成像质量、数据图像采集的速度以及图像数据的可分辨性。 

试验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采集速度试验，试验结果显示每秒钟能够完成 20 帧

左右的图像，基本满足系统需求；第二步图像还原试验，可以还原出非常完美的

画面，画质细腻，而且对强光的部分也能比较清晰的显示出正常图像，如白色的

电灯发光区域周围的物体轮廓也比较清晰，在光线较柔和的环境中拍摄的图像质

量更佳；第三步是图像数据的可分辨性试验，实验中，对红绿蓝和桔黄四种纯正

颜色的纸张进行拍摄、图像还原并将图像数据输出给高端 PC 机显示，试验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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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像还原清晰逼真，与原始物体的色泽基本一致。 

（2）图像在强光照射的地方，颜色会稍微变淡变白，特别是发光效果强的地

方，会出现白色色斑，所以在课题中选择被识别物体时，选择了一些反光率较差的

布质材料。在对反光率较小的布质纯色画面进行拍摄试验时，效果理想，整个物体

的颜色几乎一致。 

（3）图像数据可分辨性很差，对不同颜色的纯色画面进行拍摄得到的图像数

据 U 和 V 分量的差距不明显，几乎看不出规律，数值分布比较集中而且大小相近。

更重要的一点，特定的 U、V 分量并不对应于特定的颜色，可能不同的颜色会出现

非常相近的 U、V 分量组合，这就给图像识别带来了很大的难度；Y 分量对光线的

强度比较敏感，单独输出 Y 分量时，可以得到清晰的黑白灰度级图像，因此在灰

度级图像识别领域 YUV 色彩模型比较合适。 

鉴于以上提到的第三个问题，课题中最终放弃了用 YUV 色彩模型做图像识别

的想法，目标转向 RGB 色彩模式。 

3. 对硬件RGB输出模式的实验与思考 

放弃在 PC 机领域内最适合做图像处理的方法，反而使用不适合在传统 PC 机

领域内做图像处理的方法在嵌入式系统上做图像处理，似乎是很疯狂的想法，但

在嵌入式领域中确实行的通，而且效果非常好，相反，一些在 PC 及领域内非常出

色的图像处理算法，搬到嵌入式领域中却不能正常运作，只看处理速度就有足够

的理由将它抛弃掉。 

试验软硬件条件和试验目的与 YUV 输出模式的实验条件相同，设定图像传感

器输出 RGB 模式的图像，数据格式见软件设计部分。试验结果经过分析，每秒钟

能够采集的图像数量约为 23 帧，实验中还对图像进行了简单的物体识别，结果在

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被识别的物体在图像的最末端出现时，每秒钟能识别完成 8

帧图像，平均情况下每秒钟能够完成 12.5 帧图像的处理，可以满足课题中机器人

运动的需求；输出的图像色彩逼真，但是在强光的地方图像变模糊，甚至出现一

些杂色颗粒，画质比 YUV 模式的稍微差一些，比如拍摄的灯泡及周围的画面都是

雪白的一片。并且同 YUV 模式一样也存在受反射光线影响的问题。 

课题中多功能教育机器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教室或者实验室中，所以应用的

环境光线相对比较稳定，鉴于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课题中选择采用 RGB 颜色

模型，并采用机器学习的方式进行色彩动态映射，提高对色彩的辨别能力，具体

的做法是在使用前先让机器人学习当前的光线照度环境中各种被识别物体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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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图像识别。这样就弥补了 RGB 颜色模式固有的缺点，

提高了目标物体的识别率和识别速度。 

2.3 图像滤波 

图像滤波是一种去噪平滑的数字图像预处理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少噪声对

后期图像处理的影响。一个较好的去噪平滑处理算法应该既能消除图像噪声，又

不使图像边缘轮廓和线条变模糊，这是数字图像平滑处理追求的目标[24]。常用的

滤波算法有邻域平均法、中值滤波等，这些去噪平滑方法速度快，但是在去噪平

滑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造成边缘的模糊和细节的湮没。本文在分析了

两种经典去噪平滑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图像滤波算法，该算法不仅消

除了原有算法的副作用，还大大提高了图像滤波速度。 

2.3.1 邻域平均法 

邻域平均法也就是把相邻的像素的相应分量值的平均值作为中心点相应像素

分量的值的方法[31][38]。若输入图像中某点的各分量值为 f( j，k )，以其为中心，取

N*N 的窗口像素组成的点集以 A 表示（N=3，5，7…）。经邻域平均法滤波后，像

素 f (j，k)对应的输出为： 

G(j，k) = 
NN *

1


Ayx

yxf
),(

),(  

即用窗口像素的平均值代替 f (j, k)原来的各分量值。邻域平均法平滑时，邻域

的选取通常有两种方式：以单位距离为半径或单位距离的 2 倍为半径。以 3*3 窗

口为例(如图 2-6 所示)，以单位距离为半径时，其邻域为： 

A4={(j,k-1),( j+1,k), ( j, k+1),( j-1,k)} //称为四点邻域 

以单位距离的 2 倍为半径时，其邻域为： 

A8={(j-1,k- l),( j-1,k),( j- l,k+l),( j,k-1),(j,k+1), (j+1,k-l),( j+1,k) ,( j+l,k+l) } //称为八点邻域 

 

 

 

 

 

 

图2-6邻域平均法的两种窗口示例 

(a)四点邻域 (b)八点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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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去噪平滑的方法只是简单的计算像素点周围的几个相邻点分量值的平均

值，然后用这个平均值代替该点的值，并没有考虑该点与周围点的关系，所以会

导致图像处理后变得模糊，模糊的程度与邻域半径成正比，半径越大，模糊程度

就越大。使用邻域平均法处理前后的图像对比如图 2-7 所示，左侧为夜晚拍摄的不

清晰含有杂色斑点的图片，右侧为经过邻域平均法滤波处理之后的图片。从对比

中可以看出，处理后的图像中已经没有杂色和斑点了，但是图像变得很模糊，特

别是边缘部分变得非常不清晰，对图像识别非常不利，要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还

需要进行算法改进。 

2.3.2 中值滤波法 

中值滤波是一种非线性图像处理方法，该算法在 1971 年首次提出并应用于信

号处理中，后来逐渐被应用到图像处理中。它克服了线性滤波如邻域均值滤波等

方法对图像进行去噪处理后使图像的边缘变得模糊的负面影响，即中值滤波既可

以去除图像中的噪声又能尽最大限度的保护图像的边缘和轮廓[36]~[37]。 

中值滤波的原理非常简单，与邻域平均法相似，只是用中间值代替了平均值，

具体做法为：设计一个滑动窗口，使其在图像中漫游移动，然后对滑动窗口覆盖

的像素区域的所有像素各分量值进行大小排序，并用中值代替窗口中心像素的原

来各分量值。中值滤波器在算法设计上使与其周围像素各分量值相差较大的点经

过处理后变的与周围的像素各分量值比较接近，因此可以衰减随机噪声，尤其是

脉冲噪声等，并且在处理时不是简单的取均值，比邻域平均法产生的模糊要少的

多，即中值滤波既能消除噪声，还能保持图像中的细节部分，防止边缘模糊。但

是，中值滤波中的模板形状单一，只能处理受到噪声污染的特征简单的图像，而

对于包含点、线、尖角细节较多的复杂图像，使用中值滤波处理的效果比较差，

需要对中值滤波器进行改进。使用中值滤波法处理前后的图像对比如图 2-8 所示，

  

图2-7 邻域平均法滤波处理前后图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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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夜晚拍摄的不清晰的在处理前含有杂色斑点的图片，右侧为经过中值滤波

处理后的图片。 

从对比图中可以看出，中值滤波在去除了杂色斑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图像的边缘。但是仔细观察图像中对比度较小的物体边缘可以看出，这些

物体的边缘还是比较模糊。 

2.3.3 中值滤波改进的一般方法 

目前对中值滤波的改进主要集中在处理速度上，如对中值滤波中各分量值大

小的排序中，引入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归并排序、快速排序等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排序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中值滤波处理的速度[27]。也有一些中值滤波

的改进算法中引进了较多的处理算法，改善了边缘效果，但是增大了处理难度，

不适合在主频较低的微处理器上运行。 

本文在参考了一些中值滤波改进算法和邻域均值滤波的基础上，对滤波算法

进行了一些改进，既没有引进复杂的运算算法，降低了计算量，又很好的改善了

边缘效果，非常适合在微处理器上使用，命名为边缘跟随滤波法。 

2.3.4 边缘跟随滤波法 

所谓的边缘跟随就是指在取均值（或者中值）的时候，不是取所有相关点的

相应分量的均值（或者中值），而是根据边缘的可能走势取适当的方向上相关元素

相应分量的均值（或者中值）。 

通常，图像中靠近物体边缘的部分，像素的各个分量值会发生明显的跳变，

并且边缘的分量值与边缘其中一侧的分量值相近。根据常规，物体的边缘也是连

续的，不可能出现孤立的点状的边缘，所以基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在计算中值

时考虑到边缘走势的因素。取边缘附近的一个点 O，然后对点 O 进行边缘跟随的

  

图2-8 中值滤波法处理前后图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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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滤波处理。如图 2-9 所示，按照通常中值滤波的取点方法取 A、B、C、D 四

个点，其中 AOC 更贴近边缘，而 BOD 则穿过边缘，B 在物体外面，D 在物体内 

部，O 在边缘附近，从图中可以看出，BD 两点与边缘走势相差较远，其颜色分量

值相差较大，而 AC 两点由于贴近物体，边缘的颜色分量值相差较小，所以在取 O

点的值的时候，使用 AC 两点的均值作为 O 点的颜色分量值要比使用 BD 两点的

颜色分量值更贴近实际物体的边缘颜色值，边缘跟随滤波法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

一种改进。 

记：Sac = |∮(A) - ∮(C)|     Sbd = |∮(B) - ∮(D)|   （∮(x)为 x 的某一颜色

分量值） 

在图 2-9 中，按照上面的描述，Sac < Sbd ，所以取 AC 两点的平均值作为 O 点

的分量值。 

在图 2-10 中，中心像素 O 在物体内部或者外部，没有跨越边缘，所以 A、B、

C、D 四点像素的分量值相近， Sac = Sbd ，所以 O 点的分量值取 AC 或者 BD 两点

的分量值的平均值效果都一样。 

在图 2-11 中，杂点构成的曲线穿过了 A、O、C 三点，由于 BD 两点在背景处，

分量值的差为 0，而 AC 两点的分量值会由于杂点的分量值不同而不同，一般不会

像背景分量值分布的那样均匀，即有 Sac > Sbd ，所以取 BD 两点的分量值为 O 点

的分量值。观察图像可知，这种方法取得的 O 点的分量值更符合实际情况。 

在图 2-12 中，与图 2-11 中的相似，O 点的分量值会在 AC 和 BD 之间选择一

个差距小的平均值。因此比改进前的四点平均值更符合实际情况，可见此种情况

下也是没有完全消除杂点。 

最后一种情况是是只有一个点是杂点，如 A 点是杂点，则有 Sac > Sbd ，取 BD

的平均值作为 O 点的值，可以完全消除杂点。 

综合以上五种情况的讨论可以看出，此种方法能够有效的去处杂点色斑，同

时也能够保证良好的边缘效应。由于算法只设计到加减运算，两个数值的平均值

只需要一次移位操作，所以算法的效率要比普通的均值滤波高。所以无论从算法

 

 

 

 

 

 

图2-9 边缘像素图 

 

 

 

 

 

 

图2-10 非边缘像素图 

 

 

 

 

 

 

图2-11 线状杂点图1 

 

 

 

 

 

 

图2-12 线状杂点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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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上还是从对图像边缘的影响效应上，本算法都比传统算法技高一筹。 

2.4 颜色判定 

2.4.1 经典颜色判定算法 

经过颜色空间转换并滤波之后，就能在彩色空间进行颜色判定了，顾名思义，

颜色判定就是对像素点的颜色进行判定，检测目标像素是否是目标颜色的过程。

假如有 n 个颜色种子点：C1、C2、C3…Cn…分别代表图片中可能出现的 N 种颜色

各分量的范围，它们都是 RGB 空间的子集，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的交集为空，

即 Ci ∩ Cj = φ ，其中 i，j = 1，2 ，3….n；i ≠ j[39]~[41]。但在实际的应用中，

由于摄像头的质量和比赛场地光照的变化，每种颜色的阈值往往不是一个定值,为

了避免误判的情况，比赛中用到的颜色的每个分量C 可以由两个阈值 Ch和 Cl限定，

位于这两个阈值之间的值就认为是此种颜色。则在 RGB 模型中每个像素点使用 6

个阈值：Rh、Rl、Gh、Gl、Bh、Bl，如果某点颜色 A(RΨ  ，GΨ  ，BΨ )落在设定的

阈值内，即满足： 

Rl ≤ RΨ  ≤  Rh         Gl   ≤ GΨ  ≤Gh   Bl   ≤BΨ   ≤Vh  

则认为 A 为 C 的一个种子点。可以看出，落在以阈值长度大小为边长的长方体内

的点都认为是种子点。这样即使各种彩色 C 有重叠的分量，也不会被误判。比赛

中可以在最亮和最暗的位置进行采集，以获得准确的阈值，这样在已确定颜色类

的 6 个阈值后可用下列语句对颜色进行判别： 

(RΨ  ≥  Rl) and (RΨ  ≤ Rh) and (GΨ  ≥  Gl)and (GΨ  ≤ G h) and (BΨ  ≥ B l) and (BΨ  ≤  Bh) ==true 

满足上面的条件则为该颜色，由此可见判别一个点是否属于某种颜色就需要 6 条

判断语句，分辨率为 640×480 的图像即有 30 多万像素，而后每个像素又有 6 条

语句，计算量很大，因此，它的效率很低，实时性受到了很大限制。 

2.4.2 快速颜色判定算法 

由 2.4.1 节分析可知，不适合在机器人视觉中使用，在机器人视觉中应该保证

实时性，所以算法一定要简单、快捷、计算量小，因此需要将上述的算法进行改

进，提高其处理速度。改造上述算法，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用更短的时间获得相

同的计算效果的算法，尽量采用速度快的与、或和移位等操作代替复杂的加、减、

乘和除操作来提高速度[37]~[43]。 

使用空间换时间的思想，在内存中存储一个表示某颜色分量范围的数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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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中元素的下标表示分量的大小，如果某颜色分量的范围取值为[a,b]，则在数组

中的元素 X[a]~X[b]之间的元素用 1 表示，否则用 0 表示。这样当得到一个颜色的

分量的取值为 n 时，就判断 X[n]是否等于 1 就可以了，到数组中取出 X[n]的值并

做一次判断就完成了，如果有三个分量，就进行三次判断，比上述的方法减少了

一半的时间。更进一步，由于判断的结果要么是目标颜色，此时三个分量在数组

中的值全为 1，也就是说对三者在数组中的分量进行两次“与”操作之后得到的数

值为 1；要么不是目标颜色，有至少一个分量在数组中的值是 0，也就是说对三个

分量在数组中的值进行两次与操作之后的值为 0。也就是说用两次“与”操作就可

以判断出当前点的颜色是不是目标颜色，速度比 2.3.1 节的方法快 3 倍，下面举例

说明该方法。 

如通过采样，某种颜色 K 的 RK 在 3～5 之间变化，GK 在 7-9 之间变化，BK

在 40-55 之间变化，则只要建立 3 个阈值数组： 

RK [] ={0,0,0,1,1,1,0,0…. }        //第 3～5 个数为 1，其它为 0 

GK [] = {0,0,0,0,0,0,0,1,1,1,0…}    //第 7～9 个数为 1，其它为 0 

BK [] =  {0,0,0,0,0,0,0,0,0 ,0…1,1,1,1… ,1,1,1,0,0,0,0,0,0} //第 40～55 个数为 1，其它为 0 

建立好以上数组之后，要判断当前颜色 A{4,8,50}是否是目标颜色 K，只需要

做运算“R[4]&G[8]&B[50]”就可以完成判断，在上述数组中很显然计算结果为 1，

所 以 判 断 认 为 是 目 标 颜 色 K 。 如 果 给 定 当 前 颜 色 B 为 {4,8,9} ， 因 为

“R[4]&G[8]&B[10] ==0”，所以判断当前颜色不是目标颜色 K。 

上述方法还可以用在同时进行多种颜色的判别中，也只要进行两次与运算即

可，如有另一颜色 L 的 RL 为 7-9 之间变化，GL 为 2-4 之间变化, BL 为 40-45 之间

变化，构造的阈值数组为： 

RL[] ={0,0,0,0,0,0,0,1,1,1,0,0…. }       //第 7～9 个数为 1，其它为 0 

GL[] ={0,0,1,1,1,0,0,0,0,0…}           //第 2～4 个数为 1，其它为 0 

BL[] ={0,0,0,0,0,0,0,0,0,0…1,1,1,1,1,1,0,0,0,0,0}  //第 40～45 个数为 1，其它为 0 

则将 K 和 L 两种颜色的向量组合在一起，每个元素为两种颜色的组合向量，

为了便于处理并便于观察，用十六进制进行说明，高四位为颜色 K，低四位为颜

色 L，构造的阈值数组如下所示： 

R[] = {00，00，00，10，10，10，00，01，01，01，00，„} 

G[] = {00，00，01，01，01，00，00，10，10，10，00，„} 

B[] = {00，00，„，11，11，„，11，10，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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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好上述数组之后，再次对 A 和 B 两种当前颜色进行判断，对于当前颜色

A ： R[4]&G[8]&B[50] ==10 ， 所 以 为 目 标 颜 色 K ； 对 于 当 前 颜 色 B ：

R[4]&G[8]&B[10]==00，所以不是目标颜色 K；对于另外的当前颜色 C{8,3,40}：

R[8]&G[3]&B[40] ==01，不是目标颜色 K，是目标颜色 L。由此可见，通过两次与

运算可以同时识别两种颜色，只要合理的设计阈值数组里的值，就可以同时进行

识别更多的颜色。  

2.5 图像分割与理解 

图像分割是将图像划分成若干个互不相交的小区域的过程，小区域是某种意

义下具有共同属性的像素的连通集合[38]~[40]。如不同目标物体所占的图像区域、前

景所占的图像区域等。图像理解是指根据图像分割出来的小区域的特点，断定这

些小区域是什么物体，也就是理解图像的意义。 

2.5.1 通用分割法分析 

1. 区域法 

区域法（也叫阈值法），是一种简单的图像分割技术，它仅适用于高反差的简

单图像的分割。区域增长法是区域法的典型代表，它是从把一幅图像分成许多小

区域开始的，这些初始的小区域可能是很小的区域甚至是单个像素，在每个区域

中，通过分析能够反映一个物体内部像素一致性的特征，作为区域合并的判断标

准，这些用于区分不同物体内部像素一致性的特征包括各分量值、分量的分布特

点等信息。区域合并的第一步是给每个区域设定一组参数，也就是特征，这些特

征能够反映某个区域属于哪个物体。接下来对相邻区域的所有边界进行考查，如

果给定边界两侧的特征值差异明显，那么这个边界很强，反之边界就弱。强边界

允许继续存在，而弱边界被消除，相邻区域被合并。因此区域合并是一个迭代过

程，每一步都重新计算被扩大的区域内的各个像素的一致性并消除弱边界，当再

没有可以消除的弱边界时，区域合并过程结束，这时，图像分割也就完成。这个

过程使人感觉这是一个物体内部的区域不断增长直到其边界对应于物体的真正边

界为止的“生长”过程。 

2. 边缘法 

图像分割能够通过检测不同区域的边缘来获得。对于强度图像，边缘的定义

是指那些强度发生突变的点。常见的边缘检测方法有差分法和模板匹配法。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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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法是指数学上用离散函数的数值计算方法对连续函数微分运算的一种近似。

由于边缘灰度变化规律一般体现为阶梯状或者脉冲状。边缘趋势与差分值的关系

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其一是边缘发生在差分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处，其二是边缘

发生在过零处。对于阶梯状边缘可以用梯度下降算子、Roberts、Prewitt、Sobel 等

一阶差分算子得到差分值，这些不同的算子可以检测出图像各分量值或者平均各

分量值的变化；对于脉冲状边缘，可用二阶差分算子如拉普拉斯算子等得到差分

值。拉普拉斯算子特点是：对于各分量值变化呈阶梯状时，有一个过零点，因此，

对于拐角点、线、孤立点的检测效果很好。 

3. 其它优秀的图像分割算法 

除了上述的几种图像分割算法之外，目前图像处理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

算法，如基于特征的图像分割算法、基于模型的图像分割算法、基于神经网络的

图像分割算、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处理算法等[37][38][41]，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在某些

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嵌入式领域低速处理器中要想发挥它们的优势，

难度非常大，必须进行大量的裁剪和改进操作。 

2.5.2 N 跨度图像分割理解算法 

N 跨度图像分割理解算法，就是每次检查一个像素 i 之后，下一个要检测的像

素为第(i+N)个像素的图像处理方法。假设一副图像的分辨率是 640×480，那么它

就包含 30 万个像素，如果对每个像素逐个检测是否符合目标物体特征，计算量非

常大。为了减少要检测的像素的数量，设定一个跨度 N，N 表示检测完一个像素不

符合目标物体特征的时候向下跳跃的像素数，以及在一行检测完之后若没有符合

特征的像素，则向下跳跃的行数。也就是类似于把一副图像分成若干个小正方形

块，每个块中只检测一个像素点，通常就是每个小块的中心点。当在某个正方形

块中发现了具有目标物体的特征像素时，就将此点视为种子节点，在种子节点周

围进行区域生长，根据目标图像的形状，确定区域增长的策略，检测是否是目标

物体。在这种检测方法中，在每个不符合特征的区域块中跨越了 N*N-1 个像素，

所以检测的速度比没有改进前的速度提高了 N*N 倍。 

2.6 对图像处理的整体思考及改进 

从应用的角度考虑，2.1 节到 2.4 节介绍的各种改进算法都比较适合本课题应

用场合，但是按照传统的图像处理流程，得到一帧图像数据之后，依次进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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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滤波去噪处理、颜色判定、图像分割和图像理解并获得图像识别的结果，其

中每个过程都是针对大约 30 万像素的数据，每帧图像处理所需的时间将会达到秒

级范围，机器人视觉的实时性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要想获得良好的系统响

应速度，就必须合理安排图像处理过程中各个步骤的执行时机和调度策略。 

课题中图像处理软件流程如图 2-13

所示。获得完一帧图像数据后，并不立即

进行图像平滑滤波去噪处理，而是先进行

速度比较快的颜色判定处理，并采用隔行

隔列的方式提高颜色判别的速度。当颜色

判定完一帧图像后没有发现目标颜色时，

直接获得另一帧图像数据，由于没有目标

颜色存在的可能了，再次调度其它的操作

没有意义而且浪费大量时间，所以在这里

会大大提高系统的处理速度；如果颜色判

定在某点的位置发现了目标颜色，说明在

此点附近有可能存在目标物体了，此时按

照逐行逐列的方式对接下来的图像数据

进行颜色判定，确定物体的大体位置后对此区域进行平滑滤波去噪处理，然后进

行图像分割理解操作。 

综上所述，当图像中不存在目标物体时，算法只进行了隔行隔列的颜色判别，

去除了其它的大部分操作，提高了处理速度；当图像中存在目标物体时，只是对

目标物体存在的大概位置处进行了图像平滑滤波去噪处理，大大减少了图像平滑

滤波去噪处理的面积，从而提高了处理速度。 

2.7 本章小结 

图像处理算法设计部分，视觉系统是MERV的设计难点之一，在低速硬件架构

上的高效视觉处理算法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本章在论述了嵌入式领域资源瓶颈

的基础上，针对嵌入式领域微处理器的主频低、存储器容量小以及单核无协处理

器等特点，深入分析了通用图像处理算法的特点，并改进和提出了一些适合在嵌

入式领域内使用的图像处理算法，大大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保证了视觉系统

的实时性。 

 

 

 

 

 

 

 

 

 

 

 

 

 

 

图2-13 图像处理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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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了传统PC机领域内图像处理算法的特点，并针对嵌入式领域资源瓶

颈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嵌入式图像处理算法思路，保证在嵌入式低速设备上也能

实现流畅的视觉功能。 

（2）大胆采用在通用PC机上不适合图像处理领域内使用的RGB颜色模型，加

速了图像采集速度，简化了图像识别的处理过程，并探索出了弥补RGB颜色模型

不足的配套方案。 

（3）研究了PC机领域的图像预处理算法、颜色判定算法以及图像理解算法，

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颜色判定算法，提出了边缘滤波图像预处理算法。 

（4）调整了图像识别的流程，避免了无意义的图像预处理等过程，提出了先

颜色判定后局部区域滤波的策略，降低了数据处理量，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图像识

别速度。 

（5）通过大量实验检验了图像处理算法的可行性、高效性和可靠性，并在实

验的基础上定义了课题中目标物体的特征。MERV 提交给公司后，在实际运行中获

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同行业和用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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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MERV 硬件设计 

本章详细阐述了 MERV 系统的硬件设计，首先进行了系统总体设计，按照构件

化思想对系统进行了构件化功能划分，然后对各个构件的芯片选型、硬件电路设

计和接口设计等进行了详细分析。 

3.1 系统硬件构件化设计 

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 MERV 需要具备视觉功能、运动功能以及附加功

能，按照构件化思想，本文将系统划分为图像处理构件、图像采集构件、动力驱

动控制构件和可选构件四大部分系统总体硬件框架如图 3-1 所示。可选构件中涉及

无线传输、机器人自定位等多种不同应用技术，虽然课题中设计了完整的应用电

路，并做了大量测试，也在项目来源公司进行了实例化验证，但由于篇幅限制，

可选构件在本文不做文字阐述。 

 

 

 

 

 

 

 

 

 

 

 
 

图3-1 MERV系统硬件框架图 

3.2 图像处理构件 

图像处理构件负责从图像采集构件处获取图像数据信息，并进行各种处理和

识别操作，从而分析出目标物体的方位信息，并将方位信息递交给动力驱动控制

构件，电路板见附录 1 左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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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主控芯片选型 

主控芯片是指在系统中处于中心控制地位，负责整个系统运作调度的芯片，

在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人的大脑在人体中的地位。主控芯片性能的好坏，是整个

系统性能好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对主控芯片的选型要考虑系统从开发调试

到生产使用中各个环节的各种因素，稍有遗漏，就有可能导致系统缺陷[1][7][60]。课

题中，选择主控芯片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1）系统主频：要能保证对图像数据的快速处理，每秒钟至少处理 10 帧图

像才能保证机器人实时控制，否则图像处理的信息对机器人的指导效果将会严重

滞后，导致机器人动作颠簸甚至错误。 

（2）存储容量：内存中最好能保存一帧以上的图像数据，保存的数据越多，

处理的灵活性就越大。由于摄像机是主动采集型的，一帧图像的输出是连续而且

不能间断的，一旦采集出现间断，图像数据就有可能错位，为了应对摄像机的绝

对连续性，内存最好能存储一帧图像以上的。 

（3）存储扩展：最好选择可以支持外部存储器扩展的主控芯片，这样既可以

保证灵活性，也能保证存储器的存取速度。 

（4）对外接口：由于本课题中涉及到的外围构件较多，包括图像采集处理构

件、动力驱动控制构件、决策生成构件以及一些辅助构件，而且每个构件内部又

是由很多具有子功能的分立元件组成的，所以对外接口一定要丰富，保证接口的

灵活性。 

（5）快速传输：在设计阶段的调试过程中，需要将图像通过接口传输给 PC

机进行显示，以便直观的调整系统参数，所以要涉及到图像的大宗数据传输问题，

选择芯片的时候，最好能支持大容量数据的快速传输。 

（6）生产成本：要考虑到机器人投入生产之后的成本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这

样才能保证产品的经济效益，也有利于产品的推广。 

（7）调试工具：芯片要配有强大的开发调试软硬件工具，保证能对底层程序

的调试监控。 

考虑到上面介绍的这些因素，本课题中选择台湾福华先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的 8 位微处理器 FS8610，它的主要优点有[44][45]： 

（1）内嵌 1T RISC 8051 微控制器核心，其运行频率可达 160MHz，对于保存

在内存中的一帧 320×240 像素的图像，每秒钟最少能处理 12 帧，使用隔行扫描

的方式速度会更快，能够满足本课题中对图像处理速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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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代码组合切换机制，提供高达 2MB 的程序存储空间，程序代码可

以通过网络方式从远程工作站进行更新；高达 12MB 的数据存储空间，通过扩展

总线的方式实现，设计方便灵活而且速度快。支持外围扩充机制，支持 DMA 机制。 

（3）支持 32 个 GPIO 接口以及 UART、IIC、SPI 和以太网等接口，与外部

构件接口非常方便。支持 TCP/IP 硬件引擎，内置 ARP、RARP、IPv4、ICMP、IGMPv2、

UDP 和 TCP 等协议栈，使得软件协议栈被硬件所代替，用户不需要编写或移植协

议栈就可以轻松实现以太网连接，并且速度比软件协议栈更快。硬件上支持 10M

和 100M 两种速度，课题中大宗图像数据的传输采用 100M 以太网进行传输，在不

增加系统成本的条件下保证了传输速度。 

（4）支持 ICE Debug 接口，调试更加便捷，可以进行单步调试、单步步入、

单步步过和断点调试等调试方式。 

（5）LQFP128 管脚贴片封装，可以手工焊接。 

3.2.2 系统时钟 

FS8610 微处理器内置一个 PLL 电路来产生系统时钟，PLL 时钟源电路需要外

部配置一个 25MHz 的晶振。系统总线时钟由 PLL 产生，大小范围可编程为 25MHz

到 160MHz 之间。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FS8610 允许运行时动态配置总线频率。

课题中，除了本部分要用到一个 25MHz 的晶振外，在以太网构件中也需要一个

25MHz 的晶振，为了减少设计成本，进行了合理的合并设计，使两处共用一个晶

振，电路如图 3-2 所示[45]。

图中 XI 和 XO 分别接到网络

芯片 RTL8201CP 的时钟输入

输出引脚上，XI_FS8610 接到

FS8610 微处理器的时钟输入

引脚上，为其提供时钟信号，

两者通过一个 1uF 的电容隔

离。为了使隔离以后的信号

保持在以中间电平为中心的

位置上跳变，在靠近输入引脚的位置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这种设

计既能节约成本，保证时钟信号能以 DVCC3.3/2 为中心跳变，又能给两个独立的

构件提供了稳定且互不干扰的时钟源。在实际运行测试中发现，电容 C6 直接用导

线短接，电阻 R9 和 R19 不焊接时系统也能工作，但偶尔会出现异常。 

 

 

 

图3-2 图像处理构件系统时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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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电源电路 

在 FS8610 微处理器的最小系统中，电源需要提供两种电压，1.8V 和 3.3V 两

种。其中数字内核电源和模拟 PLL 电源部分需要 1.8V 的电压，其他部分使用 3.3V

电压，电源部分电路如图 3-3 所示，U5 为 LM1117-3.3，此芯片可以将 5V 电压转

化成 3.3V 电压；U6 为 LM1117-1.8，此芯片可以将 5V 电压转化成 1.8V 电压。另

外，由于 PLL 电路要求有稳定的供电电压，所以在 PLL 引脚与电源引脚之间增加

了滤波电感。 

 

 

 

 

 

 

 

 

图3-3 图像处理构件电源设计 

3.2.4 图像处理构件串行接口 

串口技术成熟，在

FS8610 微处理器中最

高 速 度 可 达 230400 

bps，非常适合中低速率

的通信场合。课题中串

口用作图像处理构件与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之间

的信息传递的桥梁，由

于所传递的信息数据量

很小，所以很适合串口

传送方式，串口电路设

计如图 3-4 所示。 

图像构件会不断采集图像并进行处理，分析得出目标物体的位置信息后通过

串口传送给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图3-4 图像处理构件串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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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存储器扩展 

FS8610 没有内置任何内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只支持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

数据存储器。片内引入了代码存储段切换机制，最大支持 2MB 的程序存储区，每

个代码存储段大小为 64KB，其中共有 32 个段可以使用。课题中扩展了两片大容

量的 SDRAM 和一片容量为 2MB 的 Flash 芯片。其中一片 SDRAM 用作数据存储

器，也称为数据段，使用的芯片是容量 512K 字节的 IS61LV5128AL-10T，读取的

图像数据可以保存在数据寄存器中，并可以按字节或者其它单位存取；另一片

SDRAM 是容量 1M 字节的 IS61LV10248-10T 芯片，用作程序存储器，也称代码段；

Flsah 存储器是容量为 2M 字节的 AM29LV160DB 芯片。三者扩展电路非常相似，

共用相同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只是片选等控制线接法不同, 图 3-5 给出了部分扩展

电路。 

3.2.6 以太网构件设计 

FS8610 内部集成支持硬件 TCP/IP 协议栈的引擎，ARP、RARP、IPv4、ICMP、

IGMPv2、TCP 和 UDP 等网络协议都是在硬件 TCP/IP 协议栈引擎中自动完成，实

现网络功能时，需要外加一片具有 MII 接口的物理层芯片做扩展，课题中使用

REALTEK 公司生产的 RTL8201CP 芯片，硬件电路如图 3-6 所示。RTL8201CP 的

输出脚 TPRX+、TPRX-、TPTX+和 TPTX-要接一个网络隔离芯片，然后接到水晶

头上，这样可以减少外界对芯片的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RTL8201CP 与 FS8610

主控芯片共用一个 25MHz 的晶振，电路如图 3-2 所示。 

 

 

 

 

 

 

 

 

 

 

 

图3-5 图像处理构件存储器扩展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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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像采集构件 

图像采集构件是本文实时性要求最苛刻的构件，由于图像传感器的数据输出

是主动不可间断的，所以从图像传感器中读取图像数据的时序必须与图像传感器

时序完全吻合，否则读出的数据将是打乱不可用的数据。设计初期采用 OV6620

图像传感器构件和飞思卡尔 32 位微处理器 MCF52233 做实验，由于系统只有 60M

主频，无法捕捉到图像传感器的点同步信号，只能通过行同步信号估算点信息出

现的大体时间，图像中每行 240 个字节数据中，仅能读取到 50 个左右，不利于图

像识别，因此课题中引入了速度更快的 FPGA 芯片。电路板见附录 1 右侧部分。 

3.3.1 电源支撑电路 

电源支撑电路包括 FPGA 和图像传感器的供电电路，电路设计如图 3-7 所示。 

 

 

 

 

 

 

图3-7 图像采集构件电源电路 

 

 

 

 

 

 

 

 

 

 

 

 

图3-6 图像处理构件以太网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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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的供电电压有 3.3V 和 1.2V 两种，图像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有 3.3V、2.5V

和 1.8V 三种。课题中采用四种电压转换芯片：LM1084、LM1117-1.8、LM1117-2.5

和 LM317，分别为 5V 转 3.3V、1.8V、2.5V 和 1.2V 的电压转换芯片。由于机器人

采用电池供电的方式，电池电压为 7.2V，所以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 7.2V 转 5V 的

电压转换芯片 AMS1085。 

3.3.2 图像传感器构件及 SCCB 接口 

图像传感器构件采用 Omnivis ion 公司生产的 OV7670 高性能低压 CMOS 图像

传感器，最大支持 30 万像素。传感器通过 SCCB（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串

行摄像机控制总线接口进行配置，用户可以配置图像传感器的输出模式为 Raw 

RGB、GRB4:2:2、RGB444、RGB555、RGB565、YUV4:2:2 和 YcbCr4:2:2 之中的

任意一种；可以设置点同步的预分频值，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点同步信号的输出速

率。图像传感器支持最大 30 帧/秒 VGA 图像输出[46]。 

OV7670 的外围电路比较简

单，只需要提供一个时钟输

入、一个 2.5V 电压和一个

1.8V 电压就能工作，电路设

计如图 3-8，RGB_DATA0 ~ 

RGB_DATA7 是 8 位宽度的

数 据 总 线 复 用 引 脚 ，

HSYNC、VSYNC 和 PCLKo

分别为行同步信号、帧同步信号和点同步信号，FPGA 通过快速捕获这些信号来判

别数据的到来；PORT22 和 PORT23 为 SCCB 接口的引脚，由于 SCCB 与标准 IIC

接口有细微的差异，所以在课题中采用 I/O 口模拟的方式实现 SCCB 接口，SCCB

接口属于漏极开路型接口，所以外接了两个上拉电阻。 

3.3.3 图像采集构件 FPGA 电路设计   

针对低速处理器无法实现对图像传感器的点同步信号捕捉，导致图像采集信

息混乱的情况，课题中引入了 Lattice 公司生产的快速 FPGA（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芯片 LFEC1E-3T144C，最小系统电路如附录 2 所

示。LFEC1E-3T144C 主要作为图像采集功能用，与 OV7670 的引脚相连的引脚有

8 位宽度的数据总线 RGB_DATA0 ~  RGB_DATA7、行同步信号 HSYNC、帧同步

 

 

 

 

 

 

 

 

图3-8 图像采集构件图像传感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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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VSYNC、点同步信号 PCLKo 以及 SCCB 接口的引脚 PORT22 和 PORT23。  

3.3.4 图像采集构件 FPGA 支撑系统设计 

采用查找表 LUT（Look-Up-Table）结构的可编程逻辑器件称之为 FPGA，由

于 LUT 主要适合 SRAM 工艺生产，所以目前大部分 FPGA 都是基于 SRAM 工艺

的，而 SRAM 工艺的芯片在掉电之后信息会丢失，一定要加一片外部专用配置芯

片，在上电的时候，FPGA 会自动查找专用配置芯片内的数据并将程序加载到内存

中运行[47][48]。LFEC1E-3T144C 就是这种基于 SRAM 工艺的 FPGA，内部并不存储

程序，其功能的定义必须要通过外部接口在上电时进行动态配置。LFEC1E-3T144C

芯片中有两种端口可以实现对内部功能的配置：TAP（Test Access Port）端口和

sysCONFIG 端口。TAP 端口支持位宽度的配置，sysCONFIG 端口支持字节宽度的

配置或者串行配置方式，但是 sysCONFIG 方式需要的引脚达到 20 针之多，所以

课题中选择 TAP 端口方式，在外部扩展了一片 SPI 接口的 Flash 存储器 NX25P，

LFEC1E-3T144C 支持通过 SPI 接口获得配置信息的方式，配置信息驻留在 NX25P

中。存储芯片 NX25P 的电路设计如图 3-9 右侧部分所示。 

  

图 3-9 中右侧图中，CS#引脚、HOLD#引脚和 WP#引脚为低电平有效。WP#

为写保护脚，低电平时使能写保护，不能对芯片进行写入，所以接 4.7K 上拉电阻，

避免芯片进入写保护状态。HOLD#为保持引脚，与 WP#引脚类似，也要接上拉电

阻使之保持高电平。CS#为片选信号，系统中通过 LFEC1E-3T144C 的引脚来控制

片选信号。当系统上电之后，FPGA 内核会自动通过 SPI 接口到 NX25P 中寻找程

序并拷贝到内存中运行。 

3.3.5 FPGA JTAG 

FPGA 的程序数据实际上是放到外围存储芯片 NX25P 里面的，程序写入需要

通过 FPGA 的 JTAG 接口进行写入，LFEC1E-3T144C 的 JTAG 接口电路设计如图

3-9 左侧图，1 脚和 7 脚分别为供电电源的正负端，是 FPGA 电路板给 JTAG 调试

图3-9 图像采集构件FPGA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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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构件供电的接口；TDO 和 TDI 分别为串行数据输出和输入引脚，在 JTAG 调试

头内部已经实现上拉，所以平时保持高电平；TCK 为时钟线，为数据的传输提供

同步信号；第 4 脚为 Isp_EN 接口，即下载使能控制引脚，低电平有效，因为课题

中 FPGA 电路板是专用板，不做其他用途，在最小系统电路设计时直接将与该接

口相连的 FPGA 引脚接地，JTAG 接口没有引出这个接口线；第 5 脚空闲，无任何

功能[48]。 

3.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负责从图像处理构件接收目标物体的方位信息并控制机器

人的前进、转向、速度变化等，动力驱动控制系统在机器人中的作用相当于人的

小脑的作用，对运动的灵活性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 

3.4.1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主控芯片选型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主控芯片选型主要考虑芯片是否具备动力控制接口以及这

些接口使用的难易程度，另外，还要考虑与其它构件通信的接口问题。课题中选

择了 16 位微处理器 MC9S12DG128，此微处理器是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在汽车电

子应用方面主推的型号之一，其主要性能如下： 

（1）具有充足的 I/O 引脚，29 路独立 I/O，20 路带中断和唤醒功能的 I/O。 

（2）具有两个 8 通道的 10 位 A/D 转换器，共 16 路 AD 引脚可以使用。 

（3）输入捕捉/输出比较与 PWM：具有 8 个通道的输入捕捉/输出比较，8 个可编

程 PWM 通道，每个通道的周期和占空比均可以通过编程独立设置。可编程的时钟

选择逻辑，使得输出脉冲的频率可设定在较宽的范围内。 

（4）串行通信接口：具有两个串行异步通讯接口 SCI、两个同步串行外设接口 SPI

和一个 IIC 接口等，与外界通信非常方便。 

利用 MC9S12DG128 的 PWM 功能，可以实现对动力装置的无级平滑调速，调

速时只需要设定 PWM 输出波的周期、占空比就能输出预定的方波信号，使用灵活

方便。 

3.4.2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电源电路 

电机驱动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所以采用 7.2V 高能电池供电，可以连续使用

6 小时以上。电机驱动芯片可以使用 40V 以下的电压供电，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7.2V

电压；MC9S12DG128 最小系统需要使用 5V 供电，所以需要加一片 7.2V 转 5V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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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转换芯片，课题中选择外围电路较少，驱动电流较大的 7805 芯片。电源电路

设计如图 3-10 所示。除了给芯片供电的 5V 电源 Vcc5 之外，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

干扰，将 AD 采集部分的电源与芯片供电电源分开，单独由一片 7805 提供 5V 电

源 Vad，两者电路设计完全一致。 

 

 

 

 

 

 

 

图3-10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电源电路 

3.4.3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最小系统 

 

 

 

 

 

 

 

 

图3-11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最小系统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最小系统电路如图 3-11 所示[7][49][60]。主要包括电源电路、

PLL 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和 BDM 接口电路。为了保证给芯片供稳定的电压，

在 VDDR 和 VSSR 之间接两个滤波电容，降低电源带进来的高频信号的干扰，提

高系统的电磁兼容性。晶振电路中，使用了一个 9.83MHz 的有源晶振，减少了做

无源晶振电路的复杂性，增强了系统稳定性。BDM 接口连接写入器，主要用于将

监控程序写入到 DG128 芯片中[44]。设计中采用作者所在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写入

器，BDM 各个引脚定义为：BKGD：单线背景调试模式引脚，接 MCU 的 BKGD

引脚，需要接上拉电阻。RESET：目标机复位引脚，接 MCU 的复位引脚，低电平

有效，因为在复位按钮处已经上拉了这个引脚，这里不需要再上拉。VDD 和 GND

为供电电源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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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电机驱动电路 

电机驱动构件主要负责对电机等动力装置进行控制，实现教育机器人的各种

运动，课题中采用了南京紫光科教仪器有限公司提供的大功率直流电动机，需要

的电流比较大，所以电机驱动芯片选择了能够带动大负载的 33886 芯片。 

33886 电机驱动芯片是美国飞思卡尔半

导体公司生产的大功率高性能电机驱动芯

片，33886 支持高达 10KHz 的 PWM 输出；

可驱动电流能力达到 5A，并且具有很宽的

电压输入特性，输入电压在 5V～40V 时都

可以正常运行；输入控制信号可以是 TTL 电

平，也可以是 CMOS 电平，引脚说明如表

3-1 所示。 

33886 电机驱动构件功能示意图和硬件

设计如图 3-12 所示，左侧为功能示意图，可

以看出 33886 的接口非常简单，除了电源、

地和一个 33nF 电容之外之外，与微处理器

接口只需要接 IN1、IN2、D1 和 D2，与电机

相关的输出只要 OUT1 和 OUT2 即可，错误

状态输出可以不接。实际硬件电路设计如

3-12 右侧图所示。每个 33886 芯片可以控制

一个电机，课题中设计了通用的电机驱动构

件，为了适应教育机器人后继发展和改进，除了为两个电机设计了 33886 电路之

表 3-1 33886 电机控制芯片引脚说明 

引脚号  名称  说明  

1 AGND 模拟地  

2 FS  错误状态输出  

3 IN1  OUT1 控制信号  

4 V+  工作电源  

5 V+  工作电源  

6 OUT1 输出信号  

7 OUT1 输出信号  

8 NC  不用接  

9 PGND 地  

10 PGND  地  

11 PGND  地  

12 PGND  地  

13 D2 三态禁止控制  

14 OUT2  输出信号  

15 OUT2  输出信号  

16 V+ 工作电源  

17 Ccp 外接电容  

18 D1 三态使能控制  

19 IN2 OUT2 控制信号  

20 NC 不用接  

 

 

 

 

 

 

 

 

 

 

 

 

 

 

 

图3-12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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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电机驱动构件上还预留了两片电机驱动芯片，可以在改进的机器人中增加

如手臂活动、摇头等部件的灵活控制，所以实际设计的电机驱动构件中，总共包

括 4 块 33886 芯片。按照构件化思想，将输入输出引脚进行了统一布局，如图 3-13

所示。由于有些引脚通过相对较强的电流，如果插反或者插接错位，会烧坏与之

相连的 MCU 主控板，所以课题中设计的引脚排列采用了左右不对称的排列方式，

两排引脚个数不同，可以起到防止反插的作用。 

D1 和 D2 是用来控制 33886 芯片三

态输出的，其中 D1 高电平有效，而 D2

低电平有效，两者实现效果一致，为了

简化设计，将 D1 引脚接地，直接使用一

个 I/O 口来控制 D2，从而实现对两路三

态输出的控制。33886 其它引脚工作原理

如表 3-2 所示，其中 H 表示高电平，L

表示低电平，×表示任意状态，Z 表示

高阻状态[50]。 

表 3-2 33886 工作原理 

电机动作  D2 IN1 IN2 OUT1 OUT2 

正转  H H L H L 

反转  H L H L H 

正常停转  L × × Z Z 

其它停止  H S S S S 

在电路设计中，用普通 I/O 口控制 IN1，用 PWM 口控制 IN2，实现输出 PWM

波形，比如当 IN1 为高电平，IN2 的波形处于高电平时，输出 OUT1 和 OUT2 都为

高电平，所以电机停止转动；当 IN2 的波形处于低电平时，OUT1 输出高电平而

OUT2 输出低电平，电机正转，同理可以分析电机反转的情况，所以可以通过 PWM

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信号的有效时间长度，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动速度。 

通过对左右两组电机进行控制，即可实现机器人的差速转向控制，例如要让

机器人右转，只需右侧一组电机停转，左侧一组电机正转，则机器人慢速右转。

如果需要急速原地右转，则让右侧电机反转，左侧电机正转，如果两个电机转速

相同，则恰好为原地旋转。不同的电机转动方向和转动速度会组合出不同的转向

效果。 

3.4.5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串口设计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串口设计与图像处理构件的串口设计相似，只是把接到

 

 

 

 

 

 

 

 

图3-13 电机驱动构件引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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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8610 的 RX 和 TX 引脚上的接口换接到了 HCS12DG128 上的 RX 和 TX 引脚上，

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3.5 硬件调试中遇到的三个问题 

硬件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与理想状态并不一致，导致在调试过程中

花费了大量时间，比如理想状态下多个电机参数相同，但是在实际中给定相同的

电源供电，电机转速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改进，

就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下面详细说明系统硬件调试过程中遇到的三个问题。 

3.5.1 电机调速问题 

在理想状态下，选择相同型号的直流电机，给相同的控制信号，两个电机的

转速应该一致，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并非如此，由于电机中线圈质量、轴承润滑状

况以及电磁转换效率等因素的影响，轮子的物理状况也很难保证一模一样，所以

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即使给相同型号的电机加相同的控制信号，机器人也不能走

直线。为了准确控制机器人的行为，必须保证在指挥机器人走直线的时候机器人

能走直线，解决不能正确走直线的问题有两种方法：硬件修正法和软件补偿法。 

（1）硬件修正法是通过硬件改进的方法调整负载阻抗。影响直流电机转速的

主要因素是电流，所以在控制电机转速的信号线上串联一个滑动变阻器，通过调

整滑动变阻器阻值的大小可以实现控制电机在相同控制信号情况下的转速，一般

选择 0Ω ～500Ω的变阻器即可。使 MCU 向两个电机驱动构件输出相同的 PWM 波

形，然后调整两个滑动变阻器的大小，直到机器人能走直线位置。这种方法的优

点是比较容易调试，不必要重复修改程序，简单快速。缺点也比较明显，调整效

果受供电系统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电池电量会明显影响

电机的转速，在电量充足时机器人可以走直线，但电量下降后机器人会慢慢走偏。 

（2）软件补偿的方法是指通过修改软件程序，调整控制电机的参数来补偿电

机的电器特性。PMW 信号对电机转速的控制是通过改变 PWM 波的占空比来调节

的，如果给相同条件下转的快的电机 PWM 占空比小一些，电机会转的慢一些，同

理给在相同条件下转的慢的电机 PWM 波形占空比调大一些，此电机就会转的快一

些。按照这种原理，通过大量的实验可以测出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中包含机器人

走直线、左拐、右拐、加速和减速等状态下左右两个电机需要的 PWM 占空比，制

作成表格可以供机器人动力驱动构件动作时查阅使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受供电

稳定性影响较小，而且一经测定之后无需用户调整；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对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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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个机器人，都要通过大量的测试来得到这些数据，比较费时间。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分析，课题中采用了两种方法结合的方式，使用

硬件修正法粗调，然后使用软件补偿法进行微调，实验效果非常好。 

3.5.2 SCCB 接口读出 0xff 问题  

图像传感器 OV7670 的 SCCB 接口为电路 OC 门，器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

按照手册中的电器参数计算了上拉电阻的范围并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了 7K 的上

拉电阻，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读写步骤，严格控制时间延迟，但是调试了几个工

作日也没有调试成功，读出的数据都是 0xFF，在确保软件时序设计没有问题之后，

错误原因最终归结到了上拉电阻上。 

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在特定电平上的电阻，通常有上拉电阻和下

拉电阻两种，上拉电阻是指将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到高电平的电阻，下拉电阻是指

将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到低电平的电阻。电阻的大小要选择适当，否则不但达不到

嵌位目的，正常通信也会受到影响。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电

路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不但要保证能将电平拉到稳定的状态，

还要考虑其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的漏源级之间的电容

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 RC 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51]。 

OV7670 引脚输出线电容较大，约为 25P(一般引脚在 20P 以下)，根据其频率

特性要求，上拉电阻应该尽量小，以降低 RC 电路振荡周期从而减小高低电平跳变

延迟；但是上拉电阻过小会使灌电流过大，有可能烧坏芯片，所以在允许的范围

之内，将 7K 上拉电阻逐渐变小，经过测试，2.7K 上拉电阻既能保证不烧坏芯片，

又能满足传输频率特性，修改后 SCCB 接口工作正常。 

3.5.3 视觉构件之间连接问题 

为了方便调整视觉系统的视野，将视觉构件分为两个子构件设计：一个是图

像采集子构件，另一个为图像处理子构件。两个子构件之间通过并行 I/O 口频繁传

输大量的图像数据，设计之初采用软排线连接两个电路板，这样便于图像采集子

构件斜度的调整，从而可以灵活调整视觉系统的视野。 

调试时制作了一根长度为 20cm 左右的 20 芯排线，将图像采集子构件电路板

和图像处理子构件电路板连接完毕，上电后发现图像处理构件并没有接收到图像

数据。图像处理子构件的数码管指示摄像头配置正确，由此可见排线线序是正确

的，否则摄像头配置不可能正确，电源等指示灯也显示正常；最后不得不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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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来检测各条信号线的信号是否正常，检测发现，摄像头点同步信号 PCLK

输出为 12.5MHz，行同步信号输出为 7.5KHz，帧同步信号为 30Hz，与设计的目标

数值一致，所以排除了图像采集构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图像处理子构件是经过

测试没有故障的，所以最终问题又归结到了排线上。将排线更换了几根，都是一

样的故障，后来将干脆不用排线，直接将两个电路板直接插接，上电运行一切正

常了，输出图像效果非常好。于是问题定位到了排线上，考虑到经过排线的数据

量非常大，信号为普通 I/O 口打出的比较弱的信号，衰减比较明显，于是制作了多

根不同长度的排线，经过测试发现当排线长度大于 5cm 时，系统运行会出现问题。 

信号由于在排线上的衰减而变成错误信号，从而导致图像处理子构件等不到

图像采集子构件的同步信号而陷入错误状态，要想改善这种状况，一是可以采用

质量更好的铜质排线，另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插接，然后设计更好的机械结构来调

整视觉系统的视野，课题中采用第二种方法。 

3.6 本章小结 

本章实现了MERV的硬件部分，硬件电路板见附录1和3，按照构件化思想，首

先将机器人系统划分为图像采集构件、图像处理构件、动力驱动控制构件和可选

构件四大部分，除了可选构件由于篇幅限制只给出了接口设计之外，其它三个构

件均做出了详细的设计阐述。 

（1）图像采集构件设计中针对课题要求和OV7670图像传感器的接口特点，设

计了SCCB电路，实现了图像传感器的灵活配置接口；并针对图像传感器的数据输

出特点，设计了FPGA图像采集电路，实现了图像的快速采集。 

（2）图像处理构件设计中针对数据处理量大的特点和视觉系统实时性的需

求，选择了合适的图像处理主控芯片FS8610微控制器，设计了其最小系统电路、

以太网电路和与图像采集构件通信的通信接口等。 

（3）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中针对课题需求及厂方提供的直流电机的特性，选择

了Freescale公司的大功率电机驱动芯片33886，设计了电机驱动芯片的外围电路，

并选择了合适的动力驱动部分的主控芯片MC9S12DG128，实现了对电机驱动芯片

33886的控制电路。 

（4）针对硬件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章做了详细的经验总结，并探索出

了问题的解决方法，使教育机器人硬件系统既实现了预定的功能，又保证了硬件

构件能够灵活装配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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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MERV 软件设计 

本章详细阐述了 MERV 系统的软件设计，在介绍了系统软件构件化总体设计之

后，按照第三章硬件设计的顺序对图像采集构件、图像处理构件和动力控制驱动进

行了详细的软件设计。 

4.1 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 

按照构件化思想，各个构件之间是互不干扰的，可以独立工作，所以图像采集

构件、图像处理构件、动力控制驱动和可选构件之间是独立并行工作的，系统总体

软件主要流程如图 4-1 所示。 

 

 

 

 

 

 

 

 

 

 

 

 

 

 

 

 

 

 

 

 

图4-1 MERV系统软件流程图 

图像采集构件不停的从图像传感器中采集图像数据，每采集完一帧图像后会设

置相应的标志位，标识图像处理构件此时可以向图像采集构件索要一帧图像数据了，

在采集图像期间会清除该标志位；图像处理构件处理完一帧图像数据后，会检测上

述标志位是否置位，如果未置位则等待，如果已经置位，则通过数据总线从图像采

集构件中获得一帧图像数据，处理完成后会将图像识别结果按照预定的格式通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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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送给动力驱动控制构件；动力驱动构件如果未接收到图像处理构件发来的信息，

则按照上次收到的信息控制电机运转，如果接收到新的信息，则按照新的信息控制

电机调整运转姿势。 

4.2 图像采集构件 

图像采集构件的工作主要有配置图像传感器运行参数并驱动图像传感器正常运

行、从图像传感器中采集图像数据并放入指定缓冲区中和设置与其它模块通信的标

志信息等。 

4.2.1 图像传感器参数配置 

OmniVision 公司生产的 CMOS 图像传感器 OV7670 支持两种参数配置方式，一

是上电时刻读引脚电平进行配置方式，第二种方法是通过 SCCB 接口（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 串行摄像机控制总线）设置传感器内部寄存器来控制的配置方式。第一

种方式配置简单但是不灵活，电路设计完成后，系统的功能就固定了，不利于功能

扩充；第二种方式非常灵活，在电路设计上不用考虑太多功能上的需要，只需要提

供一个 SCCB 接口电路，通过配置寄存器的方式可以灵活的将系统配置成需要的功

能[46]，所以在本课题中采用 SCCB 接口的方式实现图像传感器参数配置。 

SCCB接口协议是 OmniVis ion 公司为 OmniVis ion 系列图像传感器设计的串行通

信接口，在原理上与标准 IIC 接口基本相同，但是存在着某些细微的差别。SCCB

接口协议的设备分为主从设备两种，主设备控制数据传输的节奏，在总线上，由主

设备产生开始或者停止位，并提供时钟源。协议约定，只有在时钟线低电平的时候

数据才可以上线，时钟线高电平时保证数据是稳定的，不允许数据改变。在 SCCB

接口协议中，只有主设备能发起数据传输，传输过程如图 4-2 所示。 

 

 

 

图4-2 SCCB主设备写操作过程 

在 SCCB 接口协议中，读操作必须以一个假写操作做为开始，假写操作提供要

读寄存器的地址，如果读操作之前是一个真正的写入操作，则假写操作可以省略。

读操作过程如图 4-3 所示，从图 4-2 和 4-3 中可以看出，当传输开始时，必须由主设

备产生开始(START)信号，开始信号定义为在时钟线保持高电平时数据线上的下降

沿动作；在传输结束的时候主设备要产生停止(STOP)信号，终止数据传输，停止信

S SLAVE ID (7 BITS) RW A SUBADDRESS  (8 BITS) A PDATA  (8 BITS)

LSB=0START MSB ACK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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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定义为在时钟线保持高电平时的数据线上的上升沿动作；另外在主设备发送完一

个数据时需要等待从设备的应答，主设备接收完一个数据后要发送给从设备应答信

号，最后一个数据可以不应答。在 SCCB 接口协议中，没有重复开始(Repeat Start)

命令，所以必须用停止信号和开始信号的组合实现。 

1. SCCB协议实现 

由于 SCCB 接口与标准 IIC 接口有细微差别，所以在课题中使用模拟的方式实

现 SCCB 协议，SCCB 收发一个数据的函数实现如下所示。 

/*******************************************************************  

功能：向器件的寄存器发送单字节数据  

参数：器件地址 sla，寄存器地址 suba，数据 value。  

********************************************************************/ 

void SCCB_SendByte(UINT8 s la, UINT8 suba, UINT8 value); 

/*******************************************************************  

功能：从器件的寄存器中读取单字节数据  

参数：器件地址 sla，寄存器地址 suba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UINT8 SCCB_RcvByte(UINT8 sla,UINT8 suba)  

实现的其它函数还有： 

void SCCB_Init(UINT8  SlvAdr, BOOL isHigh);   //初始化 SCCB 接口  

static void Start_SCCB ();           //产生开始信号  

static void Stop_SCCB ();           //产生结束信号  

static void Ack_SCCB (BOOL  a);   //应答信号 

2. RGB色彩输出模式设定 

RGB 色彩模型在 OV7670 中支持多种输出模式，如 RGB444、RGB555、RGB565

以及原始 RGB 等，鉴于存取速度、存储空间需求以及成像质量等因素，本课题中采

用 RGB555 模式，RGB555 模式的数据格式如图 4-4 所示，每个像素值由两个字节

 

 

 

 

 

 

图4-3 SCCB主设备读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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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默认情况下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没有意义，可以通过 SCCB 接口设置无意义

位的位置，每个分量的值占 5 位长度，共 15 位有效数据。 

将图像传感器设置为 RGB 色彩模式输出功能涉及到的寄存器地址及其对应的

值有：{0x12,0x80}、{0x11,0x01}、{0x12,0x04}、{0x8c,0x00}和{0x40,0xF0}。其中

{0x12,0x80}负责将图像传感器芯片全部初始化，相当于重新上电复位；{0x11,0x01}

是将图像传感器的点同步信号的频率降低到合适的值，便于后级设备捕捉到点同步

信号；{0x12,0x04}负责设置图像传感器的输出模式为 RGB 模式；{0x8c,0x00}负责

设置输出 16位数据中无意义位的位置，此设置值控制无意义位在最高位；{0x40,0xF0}

设置输出格式为 RGB555 格式。 

4.2.2 FPGA 程序设计 

OV7670 属于主动型图像传感器，当开始一帧的数据传输后，数据会连续不断

的向外发，不能由程序控制，用户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数据接收并保存好，如果

来不及接收，则会丢失数据，对于主频较低的处理器，无法捕获到点同步信号，因

此课题中加入了 FPGA 专门做图像采集工作，FPGA 可以捕获到图像传感器的点同

步信号，可以保证完整记录每个点的数据信息。 

OV7670图像同步信号包括帧同步信号VSYNC、行同步信号HSYNC、HREF和点

同步信号PCLK，其中帧同步信号的到来标识一帧数据即将开始传输，预示着行同步

信号即将到来；行同步信号的到来标识一行数据即将开始传输，预示着点同步信号即

将到来；点同步信号的到来标识一个像素已经上线，此时可以读取线上的数据了。行

同步信号HSYNC和HREF是同一信号的两种不同表示形式[48]。同步信号的时序关系如

图4-5所示，其中tline为图像传感器输出一行图像数据花费的时间，tp为图像传感器输

出一个像素点数据花费的时间，1*tline=784*tp。  

 

 

 

 

 

 

 

 

图4-4 RGB555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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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ne  

HREF

VSYNC

D[7:0]

HSYNC

510tline

17tline

480tline
3tline

144tp

10tline

640tp

80tp 45tp 19tp

第1行 第2行 第3行 第480行

无效数据 无效数据

从图 4-5 可以看出，各种同步信号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先后关系，帧同步信号

VSYNC 下降沿到来 17 个单位时间后，行同步信号 HREF 到达，通过图 4-4 可以看

出 HREF 上升沿到来时，正好是点同步信号 PCLK 的低电平，对应到图 4-5 中，图

像中新一行数据在此刻开始上线，当 PCLK 为高电平时，数据上线完毕，此时数据

已经稳定，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读到的

数据是当前点的正确数据，然后等到下

一个同步信号后，继续读取图像数据。

每个帧同步信号包含 480 个 tline 时间，

也就是输出 480 组行数据的时间；每个

行数据的输出时间包含 784 个 tp 时间，

其中有用的为 640 个，也就是输出 640

个点数据的时间，剩下的 144 个 tp 时

间可以用来进行图像数据转移，此段时

间内无有效图像数据，由此可见，分辨

率为 640*480的图像中每个点都对应一

个唯一的时间，只要在此时间准确的接

收数据，就能完整无误的记录一帧图

像。 

当 FPGA 检测到同步信号时进行

相应的数据接收和存储，FPGA 软件流程如图 4-6 所示，从图 4-6 可以看出，一帧图

像采集完毕之后如果不及时转移，图像数据就会被下一帧图像覆盖掉，所以要及时

取走当前帧的数据。 

 

 

 

 

 

 

 

 

 

图4-5 图像传感器同步信号 

 

 

 

 

 

 

 

 

 

 

 

 

 

 

 

 
 

 

图4-6 FPGA软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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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图像处理构件 

图像处理构件的任务是从图像采集构件获取图像数据，并进行图像预处理、图

像识别等操作，完成对图像中目标物体的识别和定位，分析出目标物体的各种有用

信息并通过通信接口将物体信息传送给动力驱动控制构件，其作用相当于人的大脑，

居于视觉系统的核心地位[52]。 

4.3.1 图像提取 

图像提取的任务是从图像采集构件获得图像数据并保存到图像处理构件的

RAM 中。FS8610 主控芯片内置 DMA 模块，对批量数据传输可以大幅度提高传输

速度，所以课题中采用 DMA 传输方式，使用 DMA 首先要开辟一个 DMA 控制块的

结构体，如下面代码所示，其中 ov_read_image()函数是实现图像提取的。 

/*******************************************************************  

功能：DMA 控制块结构体定义  

******************************************************************* / 

typedef struct  _dma_cb 

{ 

UINT32 dest_addr;       // 目标内存的绝对地址  

UINT32 src_addr;     // 源内存绝对地址  

UINT16 lengt h;     //数据长度  

} dma_cb_T; 

/*******************************************************************  

功能：提取图像数据到主控制器内存中  

******************************************************************* / 

void ov_read_image(void)  

{ 

……//其它部分省略  

dma.dest_addr = (UINT32)p_buf - 0x10000; //配置 DMA 

dma.src_addr = CONVERTER_REG7;     //从寄存器中读取源地址  

dma.length = u_len.bit16; 

dma_Transfer(&dma);    //启动 DMA 传输  

……//其它部分省略  

} 

因为图像传感器的图像数据输出是主动而且连续的，也就是说在图像采集构件

的内存中的图像信息是不断被刷新的，而且同一时刻同一存储区不能被多条总线共

用，因此必须在图像采集构件采集完一帧图像后的间歇时间内将数据快速转移到图

像处理构件中，才能对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图像采集构件采集完一帧图像后会利用

标志位告诉图像处理构件可以进行图像传输了，此时图像处理构件调用一次

ov_read_image()函数，将一帧图像从图像采集构件中转移到图像处理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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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图像识别 

图像识别的任务是从内存中的图像中搜索目标物体，如果搜索到，则定位目标

物体的位置并给出相关信息，否则继续搜索，直到搜索完一帧图片。图像平滑处理

主要采用第二章中讲述的边缘跟随滤波法，在颜色判别时采用改进的快速颜色判别

法和使用 N 跨度图像分割理解算法。对于图像识别中各种操作的顺序，本文做了合

理的调整，如果预先对每一帧图像的全部区域都进行滤波处理的话，对没有出现目

标物体的区域和图片来说是浪费时间，因此本文采用先判定特征点，找到目标物体

特征点后对附近的局部区域进行滤波的方式，这种方式节约了大量时间，在实际应 

用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图像识别流

程图如图 4-7 所示。 

课题中机器人每次追踪一种颜

色的目标物体，所以在图 4-7 的流程

图中只要识别出一个特征区域后就

会退出并返回特征区域的特征标志，

否则一直对图像中的后继点进行判

别，直到最后一个点判别完毕。在选

择要判别的点时，采用了 N 跨度图像

分割理解算法，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

度。 

1. 颜色判别 

图像处理构件中每秒要处理的

像素多达 300 万个，最坏情况下每一

个像素都要进行颜色判别，所以颜色判别的效率直接影响图像识别速度，课题中采

用改进的快速颜色判别算法。首先对三种目标物体(以彩色小球为例)在不同光线强

度照射下进行大量测试，记录并分析了不同光照强度下 R、G、B 三种分量的范围

（RGB555 模式每个分量的范围为 0～31），如表 4-1 所示： 

表 4-1 RGB 分量测定值范围  

被测物体  R 分量值范围  G 分量值范围  B 分量值范围  

红色小球  29～31 14～16 20～22 

绿色小球  14～17 28～31 21～23 

蓝色小球  17～20 25～27 29～31 

按照 2.4.2 节介绍的方法，使用上表中的数据可以推出三个向量数组为： 

 

 

 

 

 

 

 

 

 

 

 

 

 

 
 
 

 

图4-7 图像识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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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TABLE FOR R 

UINT8 T_R[ ]={0,0,0,0,0,0,0,0,0,0,0,0,0,2,2,2,3,1,1,1,0,0,0,0,0,0,0,0,4,4,4,4};  

//COLOR TABLE FOR G 

UINT8 T_G[ ]={0,0,0,0,0,0,0,0,0,0,0,0,0,0,4,4,4,0,0,0,0,0,0,0,0,1,1,1,2,2,2,2};  

//COLOR TABLE FOR B 

UINT8 T_B[ ]={0,0,0,0,0,0,0,0,0,0,0,0,0,0,0,0,0,0,0,0,4,6,6,2,0,0,0,0,1,1,1,1};  

有了这三个向量数组之后，判别某个点是否是特征点时只需要两个与操作就能

完成，对点判断的程序实现如下所示，由于 RGB555 格式的每个分量长度不足一个

字节，单独摘出属于某一分量再进行处理又会很费时间，所以课题中采用位操作的

方式，定义了结构体 RGB_STRUCT，使用非常方便。 

typedef struct RGB_STRUCT //按照 RGB555 格式定义一个点内每一位数据的意义  

{   

UINT16 B:5;   //B 

UINT16 G:5;   //G 

UINT16 R:5;   //R 

UINT16 N:1;   //NO USE 

} RGB; 

typedef struct OBJECT_STRUCT  //目标物体属性定义结构体  

{   

UINT8   color;        //球的颜色：b 蓝、g 绿、r 红、n 图像中无球  

UINT8   X;        //球心坐标的 X 坐标(0~240) 

UINT16  Y;        //球心坐标的 Y 坐标(0~320) 

} BALL; 

/*******************************************************************  

功能：在图像中搜索特征区域，并返回特征区域的特征  

返回：函数返回：0xFF：发现有目标物体，0x00 没有目标物体发现  

指针返回：*r、*g、*b 代表三种不同颜色的目标物体的描述信息  

******************************************************************* / 

UINT8 hunt_for_object(BALL *r, BALL *g, BALL *b) 

{ 

RGB *RGB_P; 

….//其他部分省略  

tmp=T_R[(UINT8)(*RGB_P).R]&T_G[(UINT8)(*RGB_P).G]&T_B[(UINT8)(*RGB_P).B];  

….//其他部分省略  

} 

函数 hunt_for_object(BALL *r, BALL *g, BALL *b)有两种返回方式，一个是函数

返回，告诉调用者当前图像中有没有发现目标物体，如果没有发现物体，指针返回

的参数是无意义的；另一种返回就是指针返回，返回的是目标物体的颜色和位置坐

标，两种返回方式结合使用才有意义，从源代码可以看出，获得图像数据后只进行

了两次与操作就能完成一点的颜色判定，大大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保证了系统

实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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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形状的目标物体识别 

目标物体识别首先要了解目标物体的形状特征，然后根据形状特征在可能的位

置取特征点，并判别其是否符合物体特征。以圆形区域为例，按照先行后列的方式

进行颜色判别时，如果判别出的第一个点符合目标圆的特征，那么这个点在圆中的

位置一定是最上方的切点位置，在这种推断基础上，就可以先在垂直方向的直径上

逐点进行颜色判别，并记录连续符合条件的点的个数，得出这个点的个数之后取中

间的点作为目标圆的圆心，以记录的点数为直径大小在圆心所在的行上进行颜色判

别[40][58]。当两个方向上的直径判别成功时，就认为当前颜色区域为目标物体，为了

减少误判情况，可以在 45 度角和 135 度角上的直径上再进行判断。识别出目标圆之

后，将圆心所在的坐标作为物体的位置信息返回。这种基于物体形状的目标物体判

别方法算法简单，运行速度快，但是使用时要符合两个重要前提条件，课题中对这

些前提条件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周密处理： 

（1）物体颜色纯正，没有杂点出现。关于这个问题，课题中通过两种方法来解

决，一是在颜色判别之前进行图像预处理，进行滤波降噪，最大限度的去处其他颜

色斑点；二是通过模糊处理方法进行目标物体判别，允许在不同方向上的直径上的

颜色判别成功点数目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如在垂直方向上有 8 个点，那么在水平

或者其它方向上的每条直径上只要能检测到 6～10 个点就认为是目标物体，本思想

符合概率统计的思想，也非常切合实际，在使用中效果非常明显。 

（2）按照直径方向取点，由于直径可以不是垂直和水平的，那么图像数据信息

必须可以按点随机存取。进行目标物体识别时沿着某条直径的方向在二维空间中逐

点判别，这样就会使判别的点在多行中来回选取，而从图像采集构件搬来的数据是

一维连续的点数据信息，不适合在二维空间中操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引入了

一个联合体数据类型，定义代码为： 

typedef union RGB_UNION  //图像数据一维与二维方式共用体定义  

{   

RGB  one_dim[col * row];     //一维空间  

RGB  two_dim[col ][ row];     //二维空间  

} RGB_DATA; 

上述代码实际上是对同一个存储区的两种不同描述，第一种描述是将一块区域

当作连续的一维数组，对存储的二维数据元素可以顺序存取，如果要进行随机存取，

首先需要进行数组下标计算；第二种是将存储区域描述为二维数组的方式，可以随

机存取二维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不需要进行数组下标计算，就

能实现对同一存储区域的两种存取方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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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高端测试软件设计 

为了方便的调试视觉系统并能直观的看视觉系统拍到的图像，课题中设计了高

端测试软件，其功能是通过以太网接口从图像处理构件中获取图像数据，然后将图

像的数据还原成图片并显示在界面上，当用户鼠标经过时，鼠标所在位置的像素

RGB 值会显示出来，供分析使用，软件在.NET2.0 框架下用 C#语言编写，测试界面

及软件流程如图 4-8 所示。 

 

 

 

 

 

 

 

 

 

 

 

 

 

 

 

 

 

 

 

 

为了保证图像传输的速度，软件中采用以太网传输的方式，软件中先建立 TCP

链接，然后通过 TCP 套接字向机器人发送接收图像数据的命令字，机器人收到这个

命令字后将图像数据传输给高端 PC，高端接收到图像数据后，进行图像还原并将图

像显示在界面上。在图中显示的鼠标当前位置的图像中的像素的 RGB 值并不是到从

图像上取点然后再还原成 RGB 值的，而是直接从还原图像的数据中直接取出其对应

的的原始数据，这样可以保证显示的 RGB 值为机器人得到的 RGB 值，对数据分析

更有指导意义。 

4.3.4 视觉构件综合实验及其改进 

对视觉构件进行综合测试，主要目的是寻找适合图像处理的色彩搭配方案、验

证视觉构件的可用性并对镜头进行矫正调试。 

1. 镜头调整及处理速度测试实验 

图像传感器镜头矫正：由于图像传感器镜头成像出来的图片与实际物体是关于

中心对称的，所以要调整镜头的位置，使镜头旋转 180 度，这样物体与其成像就对

应了，物体左上角对应的图像数据在开始的位置，物体右下角的图像数据靠后，这

图4-8 图像处理构件高端测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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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数据更接近人的思维，便于理解和使用。 

图像处理速度实验：实验中对 3m×3m 场地中的直径为 10cm 的红色小球进行

识别，并记录起始和终止时间，从而评估图像采集和识别占用的平均时间。程序中

只寻找一个小球，找到之后就退出，重新进行下一次查找，所以查找的速度会与小

球的位置有关系。当小球位于图像左上角时，图像识别程序会马上找到小球并重新

开始新的图像识别流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速度最快；当小球位于图像右下角或者

小球根本不在图像中时，程序要从头到尾的对图像进行颜色判别，所以此时图像处

理速度较慢。实验中对这两种情况单独进行了测试，当小球位于图像左上角时，每

秒钟平均能完成对 16.6 帧图像的采集和识别，但是当图像中没有小球出现时，也就

是花费的时间最长的情况下，每秒钟能完成对 9.4 帧图像的采集和处理。 

教育机器人主要用于教学演示中，软硬件设计都针对运动速度较低的需求，每

秒钟运动 0.6 米左右，所以按照 10 帧/秒的处理速度，每帧图像处理前后机器人最远

只运动了 0.06 米，除了在急转弯的地方，在图像中的位置改变完全可以及时捕获，

即使在急转弯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准确的追踪物体的位置，因此本

视觉构件满足课题需求。 

2. 彩球颜色及材质选择实验 

针对 RGB 颜色模式的缺点和课题的需求，课题中选择不同颜色和不同材质的物

体做实验，寻求降低 RGB 颜色模式缺点的搭配方案。 

颜色实验：理论上 RGB 颜色模型中最容易区分的颜色应该是红、绿和蓝三种颜

色，实验中除了上述三种颜色的球以外还使用了黄色、黑色和白色的球，实验首先

对小球进行拍摄，并将图像数据传送给高端 PC 的测试界面，然后在高端 PC 测试界

面中进行数据分析，在小球的各个位置处进行取点，并对比各点的 RGB 数值。实验

发现，红色球最容易发现，其 R 分量值较大，而其它分量值较小而且数据分布比较

集中；绿色球与红色球类似；蓝色球次之，其 B 分量较大，R 和 G 分量虽然较大但

是分布比较集中；白色球和黑色球的三个分量值大小比较平均；黄色球数据比较乱，

与其它颜色相比，区分度不大。通过比较，除了黄色球之外，上述其他五种颜色都

可以使用，所以在课题中采用红绿蓝三色球。 

材质实验：材质影响彩球的反光性，影响图像的 RGB 数据受光线强度的干扰程

度。实验首先使用普通玩具塑料彩球，色彩鲜艳，在室内拍摄出的图像色彩比较饱

满，但在球迎着光的地方会出现泛白的光斑，分析这些部位的数据可以看出其 RGB

值明显比其它部位的数值大很多，而且当光线变强时，这些数值会继续变大，中心



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设计与实现  第四章  M ERV 软件设计  

 53 

部位会接近白色。分析认为是由于小球反光性强，迎着光的部位产生了镜面效应的

缘故。除此之外，在球的边缘靠近影子的地方会出现各种颜色的杂色，比如在黄色

球的底边缘会有红色像素出现，发现这种现象后，实验改成用纯白色布将小球周围

包裹住，只露出中间部位，再次进行拍摄分析，结果出现杂色的现象减轻了很多，

经过多次实验分析，原因是由于塑料球的透光性，当光线照射塑料球时，一部分光

线可以穿透小球，在位于小球边缘处形成三棱镜的效应，使黯淡的光线中呈现出肉

眼不容易发现的彩色杂色。 

根据实验结果，课题中将塑料球用红绿蓝三种纯色毛质布料包裹起来，然后再

次实验，结果上述的问题基本消失，实验结果非常理想。 

4.4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负责从图像识别构件中接收目标物体的相关信息，分析并形

成电机控制的决策信息，然后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从而调整机器人的运动姿态。 

4.4.1 电机驱动程序设计 

电机驱动程序主要功能是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如电机的正传、反转、停止、

转弯、加速和减速等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主要是依靠调整电机驱动芯片 33886 的

控制信号实现的[54][60]，如 PWM 的占空比和电机控制芯片的控制引脚电平等，课题

中实现的底层驱动程序主要包括： 

//对外函数***************************************************************  

void DCMotor(INT8U channel,INT8U direction,INT8U speed); 

//内部函数***************************************************************  

static void DPWMInit(INT8U channel,INT8U polarity,INT8U align);  //PWM 通道初始化  

static void DPWMSetting(INT8U channel,INT8U period,INT8U duty); //PWM 通道设置  

static void DCMotor_Forward(INT8U channel);    //电机正转  

static void DCMotor_Halt(INT8U channel);        //电机停止  

static void DCMotor_Backward(INT8U channel);    //电机反转 

函数 DCMotor()实现了对一个电机的控制，通过参数 channel 指定要控制的电机

的编号，通过参数 direction 指定电机需要调整的方向，通过参数 speed 调整电机转

动的速度，通过两次调用这个函数来控制机器人左右两侧的电机运转状态，从而可

以实现机器人的灵活运动。 

4.4.2 目标物体信息接收处理设计 

目标物体的信息由五个字节的字符串组成的，使用定长的数据格式可以降低数

据接收方的处理过程复杂度，信息格式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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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字符表示有没有发现目标物体，如果没有发现目标物体，后面的五个字

符都为 0xff，如果发现了目标物体，则第二个字符表示目标物体的颜色，课题中只

有红色、绿色和蓝色三种颜色，其对应的字符为 0x01、0x02 和 0x03，第三个和第

四个字符组成目标物体的 16 位的 X 坐标信息，第五位表示目标物体的 8 位 Y 坐标

信息。 

目标物体信息是从图像处理构件中通过串口方式接收到的，每秒钟大约能收到

9～18 条，较为频繁，但是动力驱动控制构件要用大量的时间处理动力驱动方面的

事务，对频繁的目标物体信息传送可能会造成信息遗漏[57]~[59]。为了提高系统实时能

力，目标物体信息接收功能放到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中断负责接收目标物体信息

但不进行处理，只是简单的将信息保存到数据接收缓冲区中，主程序取出这些信息

并与最近已处理完毕的位置信息进行比较分析，推断出动力驱动控制装置的控制策

略。 

4.4.3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总体流程设计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通过串口接收视觉系统传来的目标物体信息，当一条信息到

来时，会触发串口中断接收处理程序，中断接收处理程序会将最新的目标物体信息

存储到指定缓冲区中，用新值覆盖旧值，但不做其它处理。动力驱动控制构件主程

序从缓冲区中取出目标物体信息，推断目标物体是否在视野中，如果在视野中还能

推测出目标物体与自身的相对位置，然后调用电机驱动程序对电机状态进行调整，

实现机器人跟踪目标物体的姿态调整，总体软件流程如图 4-9 所示。 

表 4-2 目标物体信息结构  

字节顺序  第一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  第三、四个字节  第五个字节  

含义  是否发现目标物体  目标物体颜色  X 坐标  Y 坐标  

 

 

 

 

 

 

 

 

 

 

 

图4-9 动力驱动控制构件总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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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可选择构件程序设计 

课题中增加可选择构件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教育机器人的功能，为教育应用领域

提供更多的兴趣点，以此激发使用者的学习兴趣。可选构件中涉及无线传输、机器

人自定位等多种不同应用技术，课题中设计了完整的应用电路，编写了面向硬件的

构件驱动程序并进行了大量测试，使可选择构件可以独立运行，并能稳定的输出接

口信息。项目来源公司对可选构件进行了实例化验证，获得了预定的效果，受到了

同行业和用户的一致好评，由于篇幅限制，可选构件在本文不再做文字阐述。 

4.6 本章小结 

本章设计了MERV软件部分，实现了流畅的视觉功能、动力驱动功能以及可选功能，

篇幅限制可选功能没有进行详细阐述。 

（1）根据课题要求和图像传感器特点，在FPGA中实现了OV7670的驱动程序，

并在FS8610中实现了SCCB接口程序，系统能通过SCCB接口灵活控制图像传感器的

输出数据格式。 

（2）引进构件化软件设计思想，采用第二章设计的图像处理算法，设计了能够

适应低速通用硬件平台的高速嵌入式图像处理程序，实现了流畅的视觉功能，高效的

算法设计保证了视觉系统的实时性；清晰的程序结构，降低了使用者的学习难度，提

高了MERV的实用性。 

（3）在MCS12DG128微处理器中实现了对电机驱动芯片的驱动程序，结合第三

章实验得出的电机速度修正方法，实现了对电机的灵活控制，机器人能够准确敏捷的

控制运动姿态。 

（4）对各个构件设计了接口驱动程序，实现了构件之间的信息交互。 

（5）课题中还设计了机器人支撑骨架系统，电机、电机驱动构件采用固定支撑

方式，为了便于机器人灵活调整视野范围，视觉系统采用能进行 30°角度内自由调

整的活动支架固定，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对支撑骨架系统设计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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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MERV 其它多功能案例 

多功能是 MERV 的重要的创新点之一，以视觉构件为主体，搭配适当的可选构

件可以将 MERV 组装成具备多种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变形。在前四章中详细阐述了

视觉追踪机器人的设计实现方法，本章在介绍了 MERV 实物外观后，剖析了 MERV

能够实现的其它三种机器人变形案例，分析了 MERV 在不同应用领域内的具体应

用方法，充分展示了 MERV 的多功能特性，也是对课题中软硬件设计及嵌入式图

像处理算法设计合理性的检验。 

5.1 MERV 实物外观 

MERV 系统实物如图 5-1 和 5-2 所示，图 5-1 为 MERV 正面图，图 5-2 为 MERV

侧面图，MERV 由 A～S 等各部分构成。 

 

 

 

 

 

 

 

 

 

图5-1 MERV正面图 

 

 

 

 

 

 

 

 

 

图5-2 MERV侧面图 

5.1.1 视觉系统 

如图 5-1、5-2 所示，最顶部为视觉系统，由图像采集构件 A 和图像处理构件

B 组成，A 上方的黑色物体 P 为图像传感器，实现“眼睛”的功能。黄色和黑色的

C 部分为机器人支撑骨架，支撑整个机器人的各个部件。视觉系统由倾斜的黄色机

械结构支撑，机械结构可以做 30°内旋转，调整视觉构件的视野。 

5.1.2 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包括机器人两侧的轮子 E、驱动轮子的两个直流电机 O、万向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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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K。动力驱动控制构件 K 负责接目标物体信息并分析得出

控制决策信息，指挥电机驱动子构件 I 准确驱动电机实现机器人进退、拐弯、变速

等动作，机器人采用双轮驱动方式，万向轮起平衡作用。 

5.1.3 可选构件和其它部分 

可选择构件主要包括 Zigbee 无线通信构件 H、方向传感器构件 J、语音构件、

LCD 显示构件 D 和夜视构件等五部分。其它部分包括电源接线端子 M、供电电池

N、测试用彩色小球 G 以及机器人底盘 Q 等。 

5.2 多功能应用实例简介 

在前四章中，主要阐述了基于视觉的追踪机器人的功能，除此之外，使用视

觉构件与可选构件搭配还可以实现机器人的多种功能变形，如跟踪摄像机、走迷

宫机器人、探险机器人、组队比赛机器人等，由于篇幅限制，本节只重点阐述跟

踪摄像机的原理，其它变形只做简要剖析。 

5.2.1 跟踪摄像机 

跟踪摄像机是在视觉追踪机器人基础上增加网络摄像机功能的一种能够远程

自动拍摄照片的机器人，能够跟踪动态目标物体，对物体定时拍摄照片并传输给

远端 PC 机的监控软件，从而实现对远程运动物体的监视。 

硬件上在视觉寻球机器人的基础上增加了用于图像数据批量传输的网络传输

构件；软件上采集完一帧图像数据后，除了要进行图像识别以外，还要将数据按

照预定的格式传输给远程 PC 机监控软件。图像传输有两种可选择的方式：有线以

太网传输方式和 Zigbee 无线传输方式。其中 Zigbee 无线传输方式可以避免布线等

繁琐的问题，但是传输速度比较慢，基本不适合大容量数据传输要求；有线以太

网传输方式传输速度快，满足大容量数据传输要求，但是让机器人带着一根线跑，

行动不方便，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有可能由于网线的缠绕导致机器人举步维

艰。考虑到课题中的机器人主要是用在教学演示中，有线传输方式就可以满足要

求，所以课题选择有线传输的方式，如果用户需要在较复杂的环境下使用，可以

稍加改造，装一个无线网卡或者无线路由器等网络装置即可，由于时间紧迫，课

题中暂时没有涉及。 

为了实现高速准确的传输数据，课题中在 MCU 方实现了 TCP/IP 精简协议，

利用可靠的 TCP 套接字进行数据传输。网络连接状态检测方面，除了在硬件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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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网络状态指示灯之外，还在软件上实现了 PING 命令，用户可以通过 PC 机

PING 机器人网络设备，这种方式能更有效的测试网络状态。图像拍摄传输功能在

MCU 软件中的实现函数为：void ov_webcam_run(void)，只要在主函数中开放这个函数，

当 MCU 的中断处理程序接收到 PC 机的图像采集命令后，MCU 就能不断的向 PC

发送图像数据。图像更新速度很快，所以主要时间花费在图像识别和图像传输上，

如果不进行图像识别，画面效果与录像画面效果很相似，但是如果图像识别与图

像传输共存，速度就比较慢，经过测试每秒钟只能拍摄 6 帧图像，视觉构件的实

时性得不到保证。为了降低网络流量，加快图像的识别和刷新速度，实验中图像

采用了 YUV 格式，并且通过网络发送给高端的图像数据是只包含 Y 分量的数据，

这样网络流量降低了三分之二，加快了图像传输速度，保证了视觉构件的实时性，

但是实现的录像效果是黑白的，从图像数据中提取 Y 分量的函数实现为：void  

ov_get_y_data(void) ，根据 OV7670 图像输出格式说明， YUV 格式输出序列为

YUYV…YUYV，所以读取的数据中 Y 是由第奇数个数据组成的，在上述函数中，

首先通过 SCCB 接口设置图像处理构件输出 YUV 格式图像，然后采集一帧图像，

采集完成后进行 Y 分量的提取和传输，跟踪摄像机软件流程如图 5-3 所示。 

 

 

 

 

 

图5-3 跟踪摄像机软件流程图 

 

 

 

 

 

图5-4 跟踪摄像机PC机软件 

    从图 5-3 可以看出，上侧流程图主线为课题中设计的基于视觉的追踪机器人部

分，下侧流程图主线为新增的功能构件，主要完成图像数据的远程传递。另外，

在远端 PC 机上要配备图像接收和显示的界面，如图 5-4 所示，篇幅限制，远端 PC

机程序不做具体阐述。 

5.2.2 走迷宫机器人 

走迷宫机器人是视觉构件与方向传感器构件组合而成的机器人变形，它可以

依靠视觉构件在迷宫中行走，依靠方向传感器辨别自身前进方向并确定自身位置，

在路径记忆缓冲区中准确记录走过的路径，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最佳路径，

在走到迷宫尽头后可以在内存中保留有一张从出发点到终点的完整路径，从而可

以迅速返回出发点，也可以在重复走迷宫时获得最快的速度[61]，走迷宫机器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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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流程如图 5-5 所示。 

从图 5-5 可以看出，上侧流程图主线为课题中设计的基于视觉的追踪机器人部

分，只是把目标物体从球转变成迷宫拐弯路口和出口，下侧流程图主线为新增的

功能构件，完成机器人在迷宫中的自我定位和路径记忆，其中记录当前最优路径

包括暂存当前路径、查询当前位置是否在已有路径中等操作，如果当前位置在已

记录路径中，则删掉已记录点和当前点之间的路径信息并从其它未走过的路口出

发，如果当前路径没有在已记录路径中，则保存当前路径，从而得到一条没有重

复的完整路径。 

5.2.3 探险机器人和足球比赛机器人 

探险机器人和足球比赛机器人是走迷宫机器人与无线传输构件组合而成的机

器人变形。探险机器人可以在有毒、恶臭、易爆等人不能或不愿意进入的恶劣环

境中进行目标物体寻找和跟踪任务，探险结果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构件与远程终端

交流信息。另外，如果为探险机器人配备夜视构件之后，探险机器人还可以在光

线不足或者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自动启动远红外装置，拍摄出清晰地环境照片，并

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将照片发送给远端监控系统，远端监控系统也可以通过手动的

方式给探险机器人发送命令，控制探险机器人的动作。足球比赛机器人可以利用

视觉构件在比赛现场寻找和跟踪足球，识别敌我机器人，并通过无线传输构件与

组内其它机器人通信，协作完成比赛[59] [62]，探险机器人流程如图 5-6 所示。 

 

 

 

 

 

图5-5 走迷宫机器人软件流程 

 

 

 

 

 

 

图5-6 探险机器人软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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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中，信息接收都是通过中断进行的，只要有信息到达，就会触发这个中

断处理程序。足球比赛机器人流程图类似，篇幅限制，不再做具体阐述。 

5.3 本章小结 

本章在介绍了 MERV 外观后，阐述了三种由可选构件组合而成的机器人功能变

形，充分展示了教育机器人系统的多功能特性，也验证了 MERV 系统设计的合理性

和简单易学易用性。MERV 由公司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了同行业和用户的一致

好评。 

（1）本章对 MERV 外观进行了简单描述，使读者对 MERV 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2）本章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特点，在 MERV 上实现了三种具体应用案例，

由于篇幅限制，并没有做详细阐述，案例的实现只需要做很简单的工作：硬件上

只需要进行可选模块的插接即可，软件上只需要对动力驱动构件的程序做稍微修

改就能完成预定的功能。本章分别对三种案例进行了软件流程解析，清晰地显示

了三种案例的实现思路，充分展现了 MERV 构件划分的合理性、用户使用的方便性、

应用领域的广阔性和学习者入门的简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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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论文总结 

本文针对国内缺乏容易入门的、便携的、经济实用的配套机器人学习开发系

统、机器人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名牌大学中而大部分院校缺乏这种教育资源的现

状，基于先进的构件化思想，开发了这套使用简单、入门容易、稍加改造就能参

加竞技性比赛、具备积木式组装的高性价比多功能教育机器人 MERV，不但适合

在教育领域内的大中小学教学使用，也适合机器人兴趣小组和个人购买后用于机

器人比赛中。论文重点阐述了这款 MERV 的开发背景、开发过程、技术难点和应

用前景等。 

（1）分析了国内外现有教育机器人现状，针对它们存在的优缺点提出了课题

设计方案，并详细的对比了目标产品与现存教育机器人的性能特点，阐述了课题

设计的意义。 

（2）研究教育和相关领域内的主流机器人的架构和解决方案，分析它们的优

点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设计思路，大幅度降低系统复杂度和开发

成本，降低了系统的学习入门难度。 

（3）根据课题的功能需求做了详细的总体设计，按照构件化设计思想规划系

统功能构件，将系统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功能构件，并设计了完善的构件间通信接

口。论文重点描述了系统的视觉构件、动力驱动控制构件等必要组成构件，可选

择构件只做了简单的硬件设计描述，用户可以根据配套的使用说明书进行使用。 

（4）分析了目前图像处理领域比较常用的复杂度较低的算法，根据嵌入式系

统的低速、低处理能力和低数据吞吐量的特点对现有算法进行了改进，将较复杂

的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算法简洁化，大胆采用不适合在传统图像识别领域内使用

的 RGB 颜色模型，提出了高效的图像滤波算法、颜色判定算法和图像理解算法，

探索出了先颜色判定后局部图像滤波的图像识别步骤，并对目标物体特征、材质

进行了实验和选择，实现了流畅的视觉功能 

（5）动力驱动控制部分采用了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利用了 PWM 脉宽

调制技术实现了电机的无级调速，降低了电机的噪音和震动现象。改进的轮速调

试方法，使机器人运动更加灵活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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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了合适的图像传感器，设计了外围电路并对其编程，

用普通 I/O 口模拟了 SCCB 接口，精确捕捉图像传感器的同步信号，实现了流畅的

视觉功能。作为系统功能的扩展，课题还实现了可选的夜视功能构件，使机器人

在夜间也能拍摄出清晰的照片，增强了机器人的环境适应能力。 

课题中设计的 MERV在 2008 年底分别由南京紫光科教仪器有限公司和苏州大

学飞思卡尔 MCU&DSP 实验室组织在南宁市教育机器人推介会和苏州市风险投资

会议上进行了展示，获得了同行业的好评和关注。 

6.2 论文展望 

课题中设计的基于视觉的多功能教育机器人不但是一款经济实用的机器人教

育教学套件，是学习机器人原理和架构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是开发参加竞技性比

赛机器人以及机器视觉的最便利的二次开发平台。由于课题来源等方面因素的制

约，MERV 系统在硬件上全面支持了可选择构件的功能，但是在系统软件上实现

的主要是视觉机器人的功能，也在方向传感器、无线传输等方面做了尝试，并做

出了演示性程序，尽管如此，由于时间限制及调试时间相对不足等原因，这套 MERV

也未能尽善尽美，还有一些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1）机器学习方面有待改进：课题中为了避免 RGB 色彩模式对光线强度的

敏感性引起的颜色判定错误，提出了机器学习的概念，只做了初步尝试，并没有

全面实现，而且机器学习的内容仅限于目标物体的颜色，随着教育机器人视觉技

术的发展，对目标物体形状的学习成为必然，所以机器学习的方式和内容方面有

待改进。 

（2）机器人组队协作方面有待改进：课题中没有要求机器人能组队比赛，但

是作为功能的扩充，在硬件上实现了支持，并编写了演示性程序，多个机器人可

以通过无线方式交换信息，但是在机器人组队协作方面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组队方式、协作方式、敌我对抗等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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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视觉构件 PCB 图 

 

备注： 

视觉构件分为两部分，左侧部分为视觉采集子构件，其中图像传感器在背面，

右侧电路板为图像处理子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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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FPGA 最小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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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动力驱动控制构建 PCB 图 

 

 

 

 

备注： 

本电路板是论文印刷前刚制作完成的升级版本，加入了USB通信、音乐谱

曲和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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