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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s complicated, the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the practicality is stro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content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improve the classroom efficiency 

of teachers. Under the MATLAB environment, the image processing practice platform is designed by 

using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Firstly, MATLAB and its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design of each module of the system is introduced from the functions of 

image transformation, image enhancement, image filtering, edge detection and image segmentation. 

Finally, the visualization oper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is realized by taking the functional 

demonstration results of each module as an example. It can not only assist teachers to show and 

explain the algorithm in class, but als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practice platform, MATLAB GUI 

 

Introduction 

 The cours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rses in communications, 

electrical appliances, computer, automation and other majors.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abstract,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 is complex, the derivation is difficult, and the theory is stro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high degree of visualization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it is difficult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Li, Chen, & Tian, 2015). If we only adopt the theory-based teaching method 

and igno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abstract concept and physical meaning and cannot see the actual effect. In recent years,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based on MATLAB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and optimized. This course requires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image processing and to realize the mastery and application of basic image processing functions such 

as image transformation, enhancement, filtering, edge detection and segmentation (Gong, Zhu, & 

Zhou, 2018).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and enhanc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the image process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under the MATLAB environmen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course (Lv, 

He, & Sun, 2018). Which is used for classroom demonstration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experiment makes the course vivid and eas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oncepts and algorithm principles. The algorithm display area of th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platform, which integrates and displays the image processing code of each module, which is easy to 

learn and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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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of MATLAB and GUI 

The name MATLAB comes from Matrix Laboratory, a scientific computing software that 

specializes in processing data in the form of matrices. MATLAB integrates high-performance 

numerical computing and visualization, and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built-in functions, so it is 

widely used in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design in the fields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control system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o on (Chen & Chang, 2006). It provides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simul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modul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referred to as GUI) refers to the 

computer operation user interface displayed graphically, and it is a visual and interactive tool for 

MATLAB users. Allows users to use input devices such as the mouse to manipulate icons or menu 

options on the screen to select commands, invoke files, start programs, or perform other routine tasks.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has many advantages over a character interface that completes routine tasks 

by entering text or character commands through the keyboard.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is 

composed of windows, drop-down menus, dialog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chanisms, 

which are standardized in all kinds of new applications, that is, the same operations are always done 

in the same way, in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users see and operate graphical objects and apply the 

technology of computer graphics. Through GUI, users can conveniently,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esign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and develop their own applications (Raj, Rahman, & Anand, 2016). 

The basic process of designing a complete GUI interface using GUI is as follows: 

 ① clear system to achieve the main functions, which modules should have;  

 ② draw a basic user interface sketch;  

 ③ according to the final scheme, the use of MATLABGUI to make the user interface;  

 ④ by adding controls in the interface to achieve the demonstration content of the 

parameter modification and function calls;  

 ⑤ callback function to achieve the prepar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witch and 

call operations;  

 ⑥ MCC compilation, generate independent operation EXE file. 

 2. Overall design of the system 

 2.1 overall design idea of the system 

 The image processing demon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MATLAB GUI uses the GUI 

platform provided by MATLAB to design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hich integrates five main modules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course: image transformation, image enhancement, image filtering, edge detection 

and image segmentation. Each module divides the corresponding sub-module and displays it in the 

corresponding sub-interface. By modifying 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trols in the interface and writing 

the callback function, the switch between the main interface and the sub-interface and the addition or 

modific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and processing functions are realized (Guo, Li, & Wan, 2018). The 

overall design framework of the demonstration system is shown in Pict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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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1: Frame diagram of image processing demonstration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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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terface of the system consists of five functional sub-modules, namely, image 

transformation, image enhancement, image filtering, edge detection and image segmentation. The 

sub-module also covers a variety of image processing functions, users can carry out different image 

processing to observe the effect. The main interface design is shown in Picture 2. 

 

 

Picture 2: Main interface of the system 

 

 3.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based on GUI 

 Each sub-module of the system has an independent user visualization window, which can 

delete and modify the control or modify the code. After entering the system through the login 

interface, the user can click to enter the system to reach the module integration area of the main 

interface, and click on the corresponding processing module to reach the corresponding sub-interface. 

For the reading, saving and display of images, MATLAB provides users with special functions to read 

and write image data in image format files. This method does not need to write complex code, but 

only needs to master the corresponding calling functions, which reduces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Bai, Yan, & Hongmei, 2014). Taking image trans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he system module 

integration interface is shown in Picture 3. 

 

 

Picture 3: Interface of image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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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ddition, the algorithm integration plate is added to each sub-interface of the system, 

and the image processing algorithms of each sub-interface are centrally displayed and compared. The 

algorithm display interface is shown in Picture 4 (taking image transformation as an example). 

 

 

Picture 4: algorithm display interface 

 

3.1 Image transformation 

 Image transformation is to convert the image originally defined in the image space to 

another space in a certain form, making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e for certain processing, 

so as to get the desired effect, which is often divided into geometric transformation and two-

dimensional 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The system selects some common transformation methods, 

such as image translation, grayscale transformation, rotation, image mirroring and so on. Among 

them, the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of the image are realized by the imrotate () function. Grayscale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realized by rgb2gray () function, which is the process of turning RGB color 

image into grayscale image. Image mirroring is mainly realized by flipdim () function to flip the 

image. Taking grayscale trans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RGB color image 

into grayscale image is realized. The grayscale of the image is processed by calling the rgb2gary () 

function, as shown in Picture 5. 

 The related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I = handles.I; 

 J = rgb2gray(I);%Convert a picture to a gray image 

 axes(handles.axes2); 

 imsho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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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5: Grayscale transformation 

 

3.2 Image enhancement 

 The main purpose of image enhancement i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image or to cover up some unnecessary features in the image to match the visual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is module are grayscale correction, color enhancement, 

smoothing and sharpening. 

(1)  Grayscale correction 

 There are two main methods of gray correction: linear transformation and 

histogram equalization. Among them, the linear transformation realizes the gray change by adjusting 

the pixel value or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the pixel value (Shi Yuanbo, Lu Yang, & Huang Yueyang, 

2019). Assuming that y is the output, x is the input, k is the coefficient, and b is the intercept,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is: 

 

𝑦 ＝ 𝑘𝑥 + 𝑏                                                     （1） 

 

 Students can also use the imadjust () function for programming. Histogram 

equalization is realized by adjusting the gray value distribution curve of the image, increasing the 

image contrast and enhancing the image details, which is realized by histeq () function (Ding Chang, 

Dong Lili, & Xu Wenhai, 2017). For the histogram equalization of color image, it is necessary to 

synthesize it in R, G and B space equalization respectively. 

(2)  Color enhancement 

 There are mainly two ways of color enhancement: RGB enhancement and HVS 

enhancement, which are mainly aimed at color image processing. The function used for color 

enhancement is histeq (). Take the HVS enhancement as an example, the processing result is shown in 

Picture 6 

 The related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RGB = handles.I; 

 R = RGB(:,:,1); 

 G = RGB(:,:,2); 

 B = RGB(:,:,3); 

 R1 = histeq(R); 

 G1 = histe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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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 histeq(B); 

 RGB1 =c at(3,R1,G1,B1); 

 [H,S,V] = rgb2hsv(R,G,B);  %Converts the red, green, and blue values of the 

RGB image to the hue, saturation, and luminance (HSV) values of the 

HSV image. 

 V = histeq(V); 

 [R2,G2,B2] = hsv2rgb(H,S,V); 

 RGB2 = cat(3,R2,G2,B2); 

 axes(handles.axes4);%Display in axes4 

 imshow(RGB2,[]); 

 C = double(RGB1)./255-RGB2; 

 axes(handles.axes5); %Display in axes5 

  imshow(C); 

 

 

Picture 6: HVS color enhancement 

 

(3)  Smoothing 

 Image smoothing is a practical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its 

purpose is to remove the dryness of the image. the system uses median filtering to process blurred 

images and images with noise. The method is to sort the pixels in the templat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prime value through a two-dimensional sliding template with a certain structure to generate a 

monotonous rising (or descending) two-dimensional data sequence (Xu, & Li, 2019). The module is 

implemented by the medfilt2 () function. 

(4)  Sharpening 

Image sharpening is to highlight the edges, contours, 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linear target elements on the image. The module first uses the tofloat () function to change the 

picture into a floating-point type, and then uses the template to compensate the outline of the image to 

enhance the edge of the image and the grayscale jump part, so that the image become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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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mage filtering 

 Image filtering is to suppress or remove the noise of the image on the basis of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the i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odule is divided into two 

functional parts: generating noise and filtering noise. 

 The generated noise is mainly salt and pepper noise and Gaussian noise. The function 

used is imnoise (). 

 There are three filtering methods for noise filtering: mean filtering, median filtering 

and Wiener filtering (Chai, & Shao, 2012).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students can 

observ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three filtering methods on noise processing. 

(1)  Mean filtering 

 Mean filtering, also known as linear filtering, uses the mean to replace the values 

of each pixel in the original image. There are four filter templates to choose from during the 

operation: 3 × 3, 5 × 5, 7 × 7 and 9 × 9. The user can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the size of 

the window on the filtering effect. The filtering is realized by calling the function imfilter (). 

(2)  Median filtering 

 Median filtering is a nonlinear smoothing technique, which sets the gray value of 

each pixel to the median of all pixels in a neighborhood window of the point, and calls the medfilt2 () 

function to carry out two-dimensional median filtering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weakening nois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is: 

 

𝑦(𝑖) = 𝑀𝑒𝑑[𝑥(𝑖 − 𝑁), ⋯ , 𝑥(𝑖), ⋯ 𝑥(𝑖 + 𝑁)]                (2) 

 

(3)  Wiener filtering 

 Wiener filter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for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es, 

whether continuous or discrete, scalar or vector can be applied. The filter uses the wiener2 () function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Taking the median filter as an example, a specific example of filtering using the 

medfilt2 () function is shown in Picture 7. 

 The related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I = handles.I; 

 I = rgb2gray(I);%Convert to grayscale image 

 J = imnoise(I,'salt & pepper',0.04); 

 axes(handles.axes2); 

 imshow(J); 

 K = medfilt2(I); %Two-dimensional median filtering 

 axes(handles.axes3); 

 imsho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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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7: Median filtering 

 

3.4 Edge detection 

 The edge detection demonstration can realize the edge extraction of the image, in 

order to weaken the fuzzy texture of the image, enhance the darker gray level, and make the edge 

clearer. The platform uses edge () function for processing, and calls different operators for edge 

extraction of different grayscale images. The main operators used are Robert, sobel, log, canny and 

prewitt (Zou, 2010).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edge detection experiments are shown in Picture 8. Sobel 

is a discrete difference operator in technology, so the edge is thicker and brighter, and the edge of 

Robert operator image processing is not very smooth. Sobel operator can detect image edge more 

accurately than Prewitt operator (Ahmad, Rezaei, & Sani, 2020). The result of Canny processing is 

smoother and more accurate than other operators. 

 Taking the Sobel operator as an example, the main program is as follows: 

 I = handles.I; 

 I = rgb2gray(I); 

 PicEdge3 = edge(I,'sobel'); 

 axes(handles.axes2); 

 imshow(PicEdge3);%sobel 

 

 

(a) Sobel operator                    (b) Robert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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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rewitt operator                    (d) canny operator 

 

  

 

 

 

 

 

 

 

 

 

 

 (e) log operator 

Picture 8: Results of different operators 

 

3.5 Image segmentation 

 Image segm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image processing, which is to extract key 

information from the image for subsequent processing. It is mainly extracted and segmented 

according to color, light and shade, and there are many segmentation algorithms. the system adopts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nd region segmentation, the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Threshold segmentation 

 Threshold segmentation makes use of the gra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rget and 

the background that need to be extracted in the image, and divides the pixels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by setting the threshold value by the user, so as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the target and the 

background. The segmentation methods adopted are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OTSU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nd global threshold segmentation (Zhao, An, & Yang, 2019). The function 

involved in this section is garythresh (). Taking the global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 is shown in Picture 9. 

 The main program is as follows: 

 I  = handles.I; 

 I  =  rgb2gray(I); 

 J  =  I > 120;  

 K  =  I > 130;  

 axes(handles.ax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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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show(J); 

 axes(handles.axes3); 

 imshow(K);%Global threshold segmentation 

 

 

Picture 9: Global threshold segmentation 

 

(2)  Region segmentation 

 Region segmentation adopts watershed segmentation method (Zheng, Wu, & 

Zhu, 2018). Watershed algorithm is an image region segmentation method, which tak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djacent pixel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segmentation. as a result, the 

pixels which are similar in spatial position and gray value (calculating gradient)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o form a closed contour. The common operation steps of the watershed algorithm are as 

follows: the color image is grayed out, and then the gradient image is obtained. Finally, the edge line 

of the segmented image is obtained by the watershed algorithm on the basis of the gradient image. 

The watershed () function is used to deal with it (Li, Zhang, & Zhou, 2020). 

 4. Conclusions 

 4.1 Existing deficiency 

 Firs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est is very important. Although MATLAB has a 

good visual interface and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low-level functions to call, the application is 

very convenient, bu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s very str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 some students fail to complete the course in time, casually deepen the 

course, can not keep up with the teaching progres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are greatly reduced, and 

then seriously affect the effec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Seco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oice of experimental content on teaching.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opening plan 

and experimental syllabus made by the lesson preparation group, but fail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experimental content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nature. 

 Third, the limita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students failed to communicat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with the teachers in 

time, and the teachers did not know enough abou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ents' experiments,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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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dvantages and improvement methods 

 The practical simulation platform cover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t is combined with teaching and gets rid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n our 

university. the platform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strong flexibility and good visibility. 

Different from other platforms, the system sets up an algorithm display bar for each sub-module, and 

integrates and compares the image processing algorithms and common algorithms used by each 

modul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teacher can display the program through the algorithm display 

bar, so as to better explain,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theory is realized. In 

addi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rewrite or expand the code through .m fil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completion of 

students, understand students' points of interest and the degree of mastery of knowledge,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perfec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evaluation system,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thods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the skills of using MATLAB to carry out 

simulation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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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improving AMDF pitch detection algorithm (PDA) rather than 

designing a complete pitch detection system including many complex modification stages. As a hot 

classical PDA, generating half or multiple pitch error is a usual defect of AMDF especially in noisy 

condition. Based on deep analysis of many existing improvements of AMDF, we summarize two 

modified frameworks and classify most outstanding improvements into them. Then we propose a 

novel and simple modified framework for AMDF to conquer the defect of AMDF. For our 

framework, we also present two kinds of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methods to obtain the proposed 

Trend Analysis based AMDF (TAAMDF). Finally, Experiments on Keele database a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our framework. Compared with some outstanding modified AMDFs and well-known ACF, 

modified AMDF based on our framework shows the best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ts robustness to 

different noise. 

 

Keywords: pitch detection algorithm, AMDF, falling trend analysis 

 

Introduction  

 Pitch (or fundamental freque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fields of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such as speech coding, speech recognition, speech enhancement etc. This fact has 

motivated researchers to think of how to detect the pitch from speech signals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As is known to all, breakthrough of PDAs emerged decades ago. Since then there are 

many classical pitch detection algorithms (PDAs) (Krubsack & Niederjohn, 1991; Ross et al., 1974; 

Ahmadi & Spanias, 1999) and their improvements having been proposed. In spite of this, developing 

accurate and reliable PDAs is still challenging. There are still many excellent works reported in recent 

years (Kurth et al, 2014; Pelle & Estienne, 2014)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we notice is 

that nowadays research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design a complete pitch detection system for high 

accuracy and noise robustness that adds many pre-processing and post-processing stages to enhance 

the key part of the system i.e., their PDAs. However, a lot of outstanding software for speech signal 

analysis still adopt classical PDAs mentioned above to design their pitch detection module. For 

exampl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ACF) based pitch detection module is included in the Praat 

(Boersma, 1993) software. YIN (De Cheveigné & Kawahara, 2002), an excellent pitch estimator, is 

also based on ACF with some additional modifications. This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se classical 

PDAs are still valuable and powerful. Hence, we hold a viewpoint that it is still meaningful and 

worthwhile to make these classical PDAs more powerful as well as developing a complete pitch 

detec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pay attention to another classical PDA, namely Average Magnitude 

Difference Function (AMDF). AMDF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PDAs because of its low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Ros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windowscommunicationsapps_8wekyb3d8bbwe/LocalState/Files/S0/Yingying%20Lu/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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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 and high precision. However, Zhang et al. (Zhang et al., 2008)  points out that a falling 

trend presents as a global feature in AMDF such that some detection errors are sometimes happened 

that the estimated pitch is half or multiple of the actual. It is not due to a single cause but a 

combination of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formant, noise, and framing setup of speech signals etc. 

Furthermore, noise is the most usual and unavoidable factor for PDA.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improvement of AMDF to eliminate the falling trend and enhance the robustness to noise. Zhang 

proposed Circular AMDF (CAMDF) (Zhang et al., 2008) by introducing modulo operation to redefine 

the calculation AMDF of speech frame at each lag. CAMDF prevents the falling trend and achieves 

excellent detection performance. Another state-of-art modification of AMDF which is worth 

mentioning is Extended AMDF (EAMDF) (Muhammad, 2008)  presented by Muhammud. EAMDF 

extends the length of speech frame to supply the loss of overlap with lag increasing. Thus, EAMDF 

can overcome the falling trend effectively and outperforms classical AMDF. Although these modified 

AMDFs are outstanding, they are not very satisfied due to changes of either definition or speech 

frame and will also bring estimated errors sometim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modified 

framework for AMDF. Different with many existing improvements, this is a simple and distinctive 

framework which can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of AMDF more effectively and is considerably 

robust to different noise. 

 The reminder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reviews AMDF and its 

representative improvements. Section 3 describes the novel framework for AMDF based on trend 

analysis. After that, experiments on Keele database are conducted for testing and verifying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n Section 4. Finally, the paper is concluded in Section 5.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mdf and its improvements 

AMDF [Ross et al., 1974] is defined as follows: 


−−

=

+−=
1

0

τN

n

AMDF τnxnxτD )()()( ,                                                               (1) 

 where )(nx  denotes a voiced speech frame multiplied by a rectangular window of length N  

and τ  denotes the lag number. For a periodic or quasi periodic signal with a period of 
pT , its AMDF 

)(τDAMDF
 should exhibit valleys at lag 

pnT , where n  is an integer. Generally, we can estimate the raw 

pitch 
pf  from AMDF according to Equation (2). 

))((minarg/ τDfsf AMDF
τ

p = ,                                                                     (2) 

 where fs denotes sample frequency of speech signals. As less data is used to calculate AMDF 

at higher lags, a falling trend may present as a global feature in AMDF curve sometimes. Thus, the 

valley with true pitch information may not be the lowest and the multiple pitch errors may be 

produced according to Equation (2). Figure 1(b) shows a typical example of double pitch error of 

classical AMDF. In the figure, corresponding speech signal is a clean voiced frame (see Figure 1(a)).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shortcoming of AMDF, many outstanding modified AMDFs have 

been proposed. Among these modifications, CAMDF and EAMDF mentioned in previous section are 

two representative ones.  CAMDF wa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falling trend by a modulo operation 

and is defined as following: 


−

=

−+=
1

0

N

n

CAMDF nxNτnxτD )()),(mod()(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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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mod( Nτn+  represents that τn +  modulo N . Muhammad proposed Extended AMDF 

(EAMDF) and define it as: 


−+

=

+−=
τNN

Nn

EAMDF τnxnx
τN

τD
2

2

1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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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between (b)AMDF, (c)CAMDF, (d)EAMDF, (e)EMDAMDF 

 and (f)TAAMDF of (a)a typical speech frame. EMDAMDF and TAAMDF detects  

the true pitch, while all the other produce double pitch errors. 

 

 Actu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MDF (Equation (2)), we 

can clearly find that CAMDF (Equation (3)) is improved by mod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AMDF 

whereas EAMDF (Equation (4)) promotes by means of adjusting the length of the speech frame which 

is used to calculate AMDF. As Figure 1(c) and Figure 1(d) depict, CAMDF and EAMDF can all 

achieve eliminating the falling trend. However, they still produce unexpected double pitch errors 

because of the adverse impact brought by the changes of speech frame or definition. We think that 

they represent two typical modified frameworks for improving AMDF, namely mod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AMDF and adjusting the length of speech frame. Furthermore, our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existing modified AMDFs can all be included in these two frameworks. For example, 

LVAMDF (Liang & Runsheng, 1999)  adjusts the length of speech frame and HRAMDF (Tremain, 

1982) both adjusts the frame and redefine AMDF by adding a normalized term.  

1. A novel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AMDF 

 Ideally, we want to find a framework for AMDF that eliminates the falling trend 

effectively and produces no estimated errors because of adjustment. In our previous work (Zong et al,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046 

2013) , we employ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 Huang et al., 1998)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d improve AMDF. More specifically, let )(τDAMDF
 be AMDF of a voiced speech frame. 

)(τDAMDF
 can be decomposed into a series of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 )(τci

 and a residue )(τrN

.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MD, AMDF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all IMFs and the residue and 

represented as: 


=

+=
N

i

NiAMDF τrτcτD
1

)()()( ,                                                               (5)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IMFs. We find that the residue )(τrN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AMDF data points namely the falling trend which is mentioned in many literatures. Therefore, we 

spontaneously consider to reconstruct AMDF abandoning the residue and obtain our EMD-based 

AMDF (EMDAMDF): 


=

=
N

i

iEMDAMDF τcτD
1

)()( .                                                                      (6)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EMDAMDF can also be written as 

)()()( τrτDτD NAMDFEMDAMDF −= .                                                            (7) 

 For the speech frame in Figure 1(a), EMDAMDF can both eliminate the falling trend of 

AMDF and estimate the true pitch effectively as shown in Figure 1(e).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although the two formulas above turn out the same results, their thoughts are distinct that the former is 

a reconstruction method and the latter is a removing one. 

 

Step 2. Falling Trend Removing

Step 1.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AMDF

TA-based AMDF

 

Figure 2 : Trend Analysis based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AMDF 

 

 Due to the fine performance of EMDAMDF and inspired by Equation (7) to calculate 

EMDAMDF, we propose a novel modified framework for AMDF as shown in Figure 2. This is a 

simple framework and differs from the two ones mentioned in Section 2. As the figure describes, it 

consists of two steps, namely, Step 1.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and Step 2. falling trend removing. More 

specifically, given an AMDF of speech frame denoted by )(τDAMDF
 we first use some methods such as 

EMD mentioned above to analyze its mathematical form of the falling trend )(trend τr  and then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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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lling trend from AMDF  to obtain the modified AMDF that we call it Trend Analysis based 

AMDF (TA-based AMDF or TAAMDF) as following: 

)()()( trend τrτDτD AMDFTAAMDF −= ,                                                                   (8)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frameworks mentioned before, our frame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falling trend based on AMDF and then remove it from AMDF instead of mod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AMDF and changing the length of speech frame. 

 It is clear that the key part of our framework is Step 1, i. e., how to extract the falling 

trend. Therefore, what we focus on is converted to a trend analysis problem in time series analysis. In 

time series analysis, trend analysis is not an easy question. For many complex uncertain trend, it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its concrete form. Based on the further analysis of EMDAMDF, we can convince 

that the falling trend of AMDF is nearly a linear trend and our framework need not pursue preciseness 

of trend analysis. As shown in Figure 1(f) TAAMDF adopting linear trend and least square can 

eliminate the falling trend and obtain the accurate pitch as well as EMDAMDF.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although we do not know the mathematical form of falling trend of AMDF, many existing 

conventional trend analysis methods are available for our framework. 

 As the trend analysis methods for time series analysis have no strict classification, we 

summarize two types of falling trend analysis methods for the proposed framework. Generally, one 

can be called decomposition method such as EMD and the other can be called estimation method such 

as least square. Figure 3 is an incomplete list of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methods we summarized. As 

shown 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we are also able to employ other sign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wavelet analysis to extract the falling trend instead of EMD. In estimation methods, least square is a 

representative effectiv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falling trend. Usually, the falling trend is assumed as a 

specified form such as Linear, Polynomial, Gaussian etc. Then least square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falling trend based on all data points of AMDF such that we can obtain the concrete 

form of falling trend of AMDF.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Estimation Decomposition

Least Square
 - Linear

 - Polynomial

 - Gaussian

 - … …

… …

EMD

Wavelet

… …

 

Figure 3 : Two types of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methods for the proposed framework 

 

 For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our framework, now we describe how to calculate 

TAAMDF using estimation method with least square plus polynomial, for example.  Suppose we have 

an AMDF of a voiced speech frame )(τD  and its lag n,,2,1 = . Accordingly, all the data points of 

AMDF are ))(,(,)),2(,2()),1(,1( nDnDD  . We use polynomial with degree m  to estimate the falling trend 

of AMDF and denote i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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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ituting all the data points into (9), we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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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s, we obtain the falling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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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n Figure 2, the TAAMDF can be calculated as: 

)(-)()( τrτDτD trendTAAMDF


= .                                                                (13) 

 

2.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We test our trend analysis-based framework for AMDF using the Keele pitch extraction 

reference database [Plante et al., 1995]. It consists of 5 mature female and 5 mature male speakers. 

Each speaker read a phonetically balanced text. The speech signals are sampled at 20kHz with 16-bits 

resolution. Database provides reference pitch values at 100Hz frame rate with 26.5ms rectangular 

window. Some frames with uncertain reference pitch recorded as ‘-1’ are totally cut down. The whole 

samples of database are all employed here. 

 We choose EMD from decomposition methods and polynomial from estimation methods 

to extract the falling trend to obtain TAAMDFs based on our framework denoted by 

TAAMDF(EMD) (i. e., EMDAMDF in (Zong et al., 2013)) and TAAMDF(Poly) respectively. Note 

that according to large numbers of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we obtain an reliable formula to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the polynomials m  for TAAMDF i. e., )/int( fsfLm rawframe =  where int  is 

integer operation, 
frameL is the frame length, fs is the sample frequency and 

rawf  is “raw pitch”. So-

called “raw pitch” here actually refers to the empirical pitch ranges of female and male. Usually, we 

consider that in our framework it is feasible to set 
rawf  as 100Hz for male and 200Hz for female. 

Therefore, we can set the degree of polynomial of TAAMDF be 3 for male speech and 5 for female 

speech with regard to Keele database. We compare the TAAMDF with CAMDF and EAMDF which 

are two state-of-the-art improvements of AMDF belonging to the other two frameworks discus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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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vious section. For showing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our framework, ACF, an outstanding 

classical PDA used by lots of speech analysis software, is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s as wel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terms of percentage GPE denoted as %GPE which is short for 

gross pitch error and defined by Rabiner et al. (Rabiner et al., 1976) . The definition of GPE is that 

detected pitch period for a frame defers 1ms from the reference valu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or fair 

comparison in all the experiments, both pre-processing and post-processing methods for error 

prevention and noise robustness such as band-pass filtering, half-wave rectification, center clipping 

and pitch smooth etc. are not employed. We want to show the most original performance of all PDAs. 

 

Table 1: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clean speech of the whole Keele database. 

Method Keele 

AMDF 17.75 

CAMDF 12.30 

EAMDF 7.36 

ACF 11.07 

TAAMDF(EMD) 8.89 

TAAMDF(Poly) 7.13 

 

 Table 1 gives %GPE of the whole Keele database detected by ACF, AMDF, CAMDF, 

EAMDF, TAAMDF(EMD) and TAAMDF(Poly).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CAMDF, EAMDF and two 

TAAMDFs all improve AMDF significantly. Although AMDF is not as good as ACF, its 

modifications can all turn the situation around (CAMDF is an exception but approximate). Besides, 

we notice that the proposed TAAMDF(Poly3) has the least %GPE (7.13%) and owns the overall 

superiority among all PDAs while EAMDF performs excellently (7.36%) as well. TAAMDF(EMD) 

also achieve a fewer %GPE (8.89%) than CAMDF and ACF. Finally,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notice that least square plus polynomial outperforms EMD for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robustness of all PDAs, our 

experiments are also conducted by adding White, Babble and Machinegun noise to the database at 

different SNR set at 10, 5, 0, -5, -10dB respectively. Babble and Machinegun noise are taken from 

NOISEX-92 database and White noise is generated by awgn.m in MATLAB. Here we only choose 

the TAAMDF(pol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ur framework because of its performance shown in the 

former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Table 2, Table 3 and Table 4.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omething obvious can be observed. Firstly, different with the 

outcome for clean speech shown in Table 1, ACF has a remarkable progress that it exceeds CAMDF 

and EAMDF and has a fewer %GPE than them. Then we can also find that although EAMDF has a 

very similar performance to TAAMDF for clean speech, its robustness to noise is so bad in noisy 

condition. As is shown from Table 2 to Table 4, EAMDF always has the nearly most %GPE among 

these PDAs except AMDF in three noisy conditions. Finally, it is obvious that TAAMDF outperforms 

the other PDAs for every noise at any SNR.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ACF, we know 

that ACF has the robustness to white noise (complete derivation can be seen in (Shimamura & 

Kobayashi, 2001)). That is why for white noise ACF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CAMDF and 

EAMDF. However, TAAMDF still has less %GPE than ACF in noisy conditions especially for white 

noise. Therefore, we think that our framework is an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way to improve AMDF. 

We also think that TAAMDF based on polynomial and least square within our framework is a more 

effective PDA than other modified AMDF and 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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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the whole Keele database polluted by White noise 

at different SNR. 

Method 10dB 5dB 0dB -5dB -10dB 

AMDF 30.14 45.29 63.94 82.23 93.06 

CAMDF 10.09 13.80 21.18 33.25 51.74 

EAMDF 10.32 17.76 30.81 49.83 69.83 

ACF 8.83 10.43 14.47 22.28 37.87 

TAAMDF 6.35 7.42 9.77 15.03 24.60 

 

Table 3: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the whole Keele database polluted by Babble 

noise at different SNR. 

Method 10dB 5dB 0dB -5dB -10dB 

AMDF 41.20 54.86 70.41 63.71 88.33 

CAMDF 20.38 28.44 42.14 54.36 69.75 

EAMDF 18.46 30.89 47.19 81.73 75.18 

ACF 16.74 24.15 37.48 57.68 68.01 

TAAMDF 12.68 19.00 30.86 45.92 59.42 

 

Table 4: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the whole Keele database polluted by 

Machinegun noise at different SNR. 

Method 10dB 5dB 0dB -5dB -10dB 

AMDF 30.81 36.37 43.28 50.77 58.64 

CAMDF 19.28 23.86 29.71 36.13 42.97 

EAMDF 15.94 22.36 29.67 37.74 45.50 

ACF 17.15 21.86 28.12 34.99 42.18 

TAAMDF 11.36 14.89 19.83 26.11 32.83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e problem that multiple pitch errors sometimes appear in classical 

AMDF for pitch detection. We begin with a systematical review and analysis of its existing state-of-

art modifications and sum up their improved ways as two kinds of frameworks. Then we propose a 

novel modified framework and two types of efficient falling trend extraction methods for the 

framework. Finally, experiments on Keele database are conducted to test and validate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r modified framework. We can claim that the trend analysis based AMDF 

which chooses effective falling trend method owns the best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noisy speech 

and outperforms obviously modified AMDFs based on the other two frameworks summarized before 

and ACF which is an outstanding and well-known classical 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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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的广泛普及与采用，这极大的发展了移动应用的

使用，许多人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如导航、天气等，这都可以从嵌入 GPS 芯片的任何移动设

备中获得，在这些基于位置的移动程序中，用户的位置被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返回服务的同

时也可以收集、分析、贩卖这些信息，这为许多隐私威胁打开了大门，因为移动数据可以显示

用户的敏感信息，像是家庭、工作场所甚至宗教和政治偏好。因此，近年来，为了保护用户在

使用基于位置服务时的隐私安全，人们提出了许多位置隐私保护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

分簇式 K 匿名位置隐私保护算法。 

 

关键词：位置隐私保护 K 匿名 假人 分簇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adoption of smartphones, tablet computers, and other intelligent 

devices, the use of mobile applications has greatly developed. Many people use location-based 

services, such as navigation, weather, etc., which can be obtained from any mobile device embedded 

with GPS chips. In these location-based mobile programs, the user's location is sent to the server, The 

server can collect, analyze and sell this information while returning to the service, which opens the 

door to many privacy threats, because mobile data can display users' sensi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family, workplace and eve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protect users' privacy when using location-based services, many lo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mechanisms have been propos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lustering k-anonymity lo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algorithm. 

 

Keywords: Lo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K anonymous, Dummy, Clustering 

 

引言 

越来越多的人 每天携带者如移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并通过这些设备获得

各种各样的服务。使用这种设备，用户可以在任何时候咨询他们银行账户余额，可以在任何时

刻预定某个餐厅的位子，实时跟踪他们的航班状态或者在朋友附近时得到通知。因为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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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各种感知传感器，所以可以获得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他们能够实时确定自己的位置，然

后通过把位置发给基于位置的服务器，也就是（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s），来获得服务。 

无论这些服务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他们都要求用户公开他们的位置，来达到期望目的。

然而这种位置公开会导致用户失去对隐私的控制，导致 LBSs 存储用户经过的位置以及时间，

从而获得用户的移动轨迹以及兴趣点，从而存在轨迹追踪的风险。分析用户移动轨迹可以揭露

他们的兴趣点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如极其重要的家庭住址以及工作地址，还可以揭露他们

跟别人见面的频率 0，或者用来预测他们未来的行驶轨迹 0。并且如果在结合某些已知的语义信

息 0，他们可以推测用户正在干什么，工作、购物还是看电影，或者出行方式等。而且如果获

得用户的持续轨迹追踪，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敏感信息，如这个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性取

向等。 

毋庸置疑，这些海量的移动数据是一座金矿。与 LBS 相关的市场确实巨大：2012 年，

仅限美国的 LBS 行业的总收入估计已达 750 亿美元 0。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的《2018 中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表明，近年来我国位置服务业和卫星导航发展迅速，其

中 2017 年相关领域的总产值高达 2SS0 亿元，较前一年增长 20.4%。其中，芯片、器件、算法、

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等与卫星导航技术直接相关的产业核心产值占 35.4%，达到 902 亿

元。到 2017 年底，与卫星导航和北斗应用相关的共有 S8 家上市公司，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领

域的企业数量保持在 1.4 万家左右。涉及到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上市公司的相关产值占到全

国总产值的 11.85%0。截止到 2018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经达到 3016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18.3%，包括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

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更是达到了 1069 亿元。可以看出，仅仅一年之内我国位置服务的产值就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研究目的 

为了降低 P2P 架构对于用户密度硬性需求以及对于狭窄区域的施行问题，我们在本节提

出了分簇 K 匿名算法。解决了上述 2 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在 P2P 架构中引入 K 匿名的思想和

dummy 的思想。利用 dummy 思想就降低了 P2P 算法对用户密度的需求，而且没有用户之间的

通信，就可以在狭窄区域内施行，而且我们因为 K 匿名的思想以及至少额外的 K-K/N 个假用户

是窃听者不知道的，所以对于窃听者数量抗性极大。我们的实验也证明我们对于窃听节点的数

量具有相当的抵抗性，我们能完好的提供位置隐私保护。 

 

文献综述 

 

 

图 1: 分簇K匿名算法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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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算法对于用户密度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又因为使用了 dummy 来产生假用户，所

以又降低了对于用户密度的刚需，所以分簇 K 匿名算法的使用场景非常广泛。像办公室、实验

室、居民楼等都可以使用，并达到良好的隐私保护。 

接下来，我们对系统中的每一个参与方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如图 1 所示： 

移动用户：在分簇 K 匿名算法中，移动用户指的是那写持有具有位置感知能力（像 GPS

之类)的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穿戴设备)的人。在我们的系统中，每一个用户

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获得自己当前的位置信息。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系统中，

每一个移动用户都会配备无线网卡，可以与服务供应商通信。由于我们采用了分布式点对点的

结构，因而一个用户既可以通过基站或无线 modem 访问服务提供商以获得所需的服务，也可以

通过无线 LAN(如:IEEE 802.11 或者蓝牙)与其他用户进行通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我们

的系统中，所有用户都被视为可信任的，也就是合法用户，他会遵守算法协议，。这也是我们

的分簇 K 匿名算法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 

服务供应商：在分簇 K 匿名算法中，服务供应商可以是任意的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在线

服务器。当服务提供商接收到来自用户的查询请求报表时，它会根据报表中的位置和请求，从

自己的数据库中搜寻答案，并将答案通过报表返回给用户。事实上，由于接收到的位置是精确

位置和请求，因而服务提供商总是返回给用户一个绝对精确的答案，不像泛化等手段提供的知

识一个笼统的服务。。 

窃听者：在扰动协同算法中，窃听者是任意可以监听用户之间通信信道的或者能模拟真

实用户的设备。窃听者会监听任何自身通信半径内的广播，并且在接收到用户请求帮助时 100%

的概率模拟真实用户在广播报表里写入位置和请求，并在之后广播出去。 

 

研究方法 

为了下面方便理解论文的思想，我们在表 1 中总结了本章中用到的一些重要符号。 

 

表 1： 分簇 K 匿名算法符号参照表 

T 合法人数 E 窃听节点数 

K 匿名程度 N 分簇数 

M 发起节点 H 头节点 

T 定时器时长   

 

下面让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分簇 K 匿名算法的原理： 

阶段一：判断自己是不是头节点（头节点是最后把 K 个位置和请求合在一起发给服务供

应商的用户）。发起节点先是扫描周围有无头节点的报表，如果有报表，则填入自己的位置和

请求，并广播出去，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含自己位置和请求以及服务的从服务供应商广播

的表的话，则自己充当头节点，这时候发起广播报表，表示自己要发起请求了。 

阶段二：自己充当头节点时，向周围广播报表，这个报表没有自己的位置和请求，以和

后面有位置和请求的广播报表区分。自己需要发起请求了，在定时器时长 T 内接收来自通信半

径内的含位置和请求的报表，如果时长 T 内接收到的报表数小于 K/N-1 个，则自己利用 dummy

的思想，在如图 1 所示的 A1、A2、A3、A4 中随机选择一个区域，再加上头节点所在的区域形

成一个新的区域范围内生成剩下的（K-1 减去被头节点从报表中选择的用户的个数）位置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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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果时长 T 内接收到的报表数大于等于 K/N-1，则随机选择 K/N-1 个节点，并利用 dummy

思想按照上面的生成方法生成剩下的（K-K/N）位置和请求。 

阶段三：头节点把自己的位置和请求，以及从接收到的报表中选择来的节点的位置和请

求以及利用 dummy 算法按照阶段二里方法生成的剩余假节点的位置和请求，生成一张含 K 个

节点的位置和请求表，广播给服务供应商。 

阶段四：服务供应商将收到的表中位置和请求，分别把对应的服务放到表中替换请求，

然后广播这张报表，用户根据表中的位置得到自己的服务。 

因为算法运用了 K 匿名的思想和 dummy 的思想，为了更加突出的展示算法的特性，我

们将首先分析 K 匿名算法和 dummy 算法以及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以及效率，不过下面

的窃听概率是在窃听者知道了分簇K匿名算法的情况下分析的。然后分析三种算法的缺点对比，

最后以三种算法的优点对比收尾结束本节。 

窃听概率分析：首先是 K 匿名算法，K 匿名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器或者

P2P 来收集到 K 个用户的位置和请求，然后形成一个 K 个位置和请求的报表到达服务供应商，

假设这个报表里有 A1 个窃听节点，则窃听节点知道里面只有 K-A1 个真实用户，那么我们从其

中一个用户的角度来看，他被窃听到的概率就是 1/(K-A1）；而 dummy 算法的窃听概率在窃听

者不知道哪写为假用户的情况下，概率为 1/K；而分簇 K 匿名算法因为只有在算法的阶段二也

就是头节点所在区域有窃听节点（头节点从广播报表中选择的节点数里可能包含窃听节点，而

后面生成的假节点都不是窃听节点），假设被选择的窃听节点数为 A2，则窃听概率为 1/(K-A2)。 

算法效率分析：这里的算法效率指的是算法一次像服务供应商请求里真实用户的个数除

以总共的用户数 K。假设每种算法请求里有的窃听节点数如上面的窃听概率分析里所述，则 K

匿名算法的效率为(K-A1)/K；而 dummy算法的效率为 1/K；分簇K匿名算法的效率为(K/N-A2)/K，

N 为分簇数，因为只有一开始的头节点选择里有真实节点，所以得到这个计算值。 

算法缺点分析：下面的缺点分析只讲述各 K 匿名算法的缺点就是对于用户基数或者密度

有一定要求，不然可能会让凑齐 K 个用户的时间变长，从而影响用户的体验；dummy 算法的

缺点就是因为要生成额外需要的用户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且选择有很多针对 dummy 算

法的攻击，毕竟 dummy 算法产生的用户要跟真实用户一样的轨迹和请求就一定会增加算法复

杂度以及能量消耗；而分簇 K 匿名算法如何根据用户密度的变化去选择合适的分簇数 N，因为

如果 N 等于 K，则算法就变成了 dummy 算法，如果 N 等于 1，则变成了 K 匿名算法，要想真

正达到 2 者结合的最佳效果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是分簇 K 匿名算法仍需要面对的

问题。 

算法的优点分析：K 匿名算法，如果借用第三方代理器的，也就是如同第二章里说的可

信任第三方架构那那样的，用户的能耗会很低（风险就是代理服务器可能被攻破）；dummy 算

法的话，如果假节点构建的够真实，那么可靠性就会非常高，因为不与任何窃听节点接触，直

接与服务供应商接触（这种理想的算法一定复杂度高，或者借用第三方代理器，从而能耗极高

或者存在代理服务器被攻破的风险）；分簇 K 匿名算法因为采用了 K 匿名的思想和 dummy 的

思想，所以可以在能耗和安全程度方面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因为可以通过调整分簇数来调整

偏向于 K 匿名还是 dummy 那一方，从而能在人数基数或者密度变动时，选择更好的性能，而

且传递的是准确的位置和请求，就能获得完美的服务从而达到较好的隐私指标，而且因为采用

dummy 的思想，所以算法每次都会成功，动态的调整 N 来适应具体场景，会拥有更加好的性

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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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扰动协同算法的性能，我们在华为荣耀 MagicBook Pro 16.1 英寸，AMD Ryzen7 

3750H,处理器 2.3GHz，8G 内存，64 位 Win10 家庭中文版操作系统，MATLAB R2020a 上运行

了我们的算法。在我们的实验中，每一个结果都是运行了 10 万次相关算法之后取得平均值，目

的是为了使结果更加精确，更加具有参考意义。在 100m*100m 的区域内，分别进行了 4 类情

况下的仿真。第一种是固定合法人数和窃听节点数以及匿名程度 K，动态调整分簇数 N的仿真；

第二种是固定合法人数和窃听节点数以及分簇数 N，动态调整匿名程度 K 的仿真；第三种是固

定合法人数和匿名程度 K 和分簇数 N，动态调整窃听节点数的仿真；第四种是固定窃听节点数

以及匿名程度 K 和分簇数 N，动态调整合法用户数的仿真。用户和窃听节点的通信半径设为 10m，

用户和窃听节点都是在区域内随机产生。 

 

研究结果 

因为 dummy 思想根据具体算法的不同而导致假节点被识别的概率不同，从而影响具体

的窃听概率，而效率又是固定的，所以本节主要在同场景下比较 K 匿名和分簇 K 匿名算法。 

接下来，本节将会分别从窃听概率和算法效率以及算法的失败概率（分簇 K 匿名因为不

会失败，所以这里及下面本节中的分簇 K 匿名的失败次数指的是指定用户需要请求时，发现自

身不是头节点，然后在广播报表里填入位置和请求时，没有被头节点所选择，从而需要自己当

作头节点再次请求广播的概率；而这里 K 匿名的失败概率指的是当指定用户没有在通信半径内

凑到 K 个用户而需要重新发起的概率）来展示分簇 K 匿名算法和 K 匿名算法。 

第一种仿真：首先是我们做了固定匿名程度 K 等于 8，窃听节点为 5，合法人数 100 的

情况下，调节分簇数 N 从 1 到 8，来展示分簇 K 匿名和 K 匿名的窃听概率和算法效率以及算法

失败概率。 

 

 

图 2: 不同分簇下窃听概率 

 

如图 2 所示，在我们上述的仿真参数设定下，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在 0.137 左右上下

浮动，而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如我们预期，整体随着分簇数上升而下降，正如前

面分析的，分簇数上升，K/N-1 就会越小，那么最后的 K 个节点中窃听者数目就越少，那样窃

听概率就会越小，而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对(K/N-1)进行四舍五入取整运算，所以也可以看到分簇

数为 4 和分簇数为 5 时，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没有变化，因为这时的(K/N-1)四舍五入都

等于 2，所以窃听概率没有变化，图 2 的分簇数为 6 和 7 和 8 都没有变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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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在同等实验参数下，窃听概率小于 K 匿名算法的窃听

概率。 

 

 

图 3: 不同分簇下算法效率 

 

如图 3所示，在我们上述仿真参数设定下，K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在 0.92左右上下波动，

而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如我们预期，整体随着分簇数上升而下降，正如前面分析

的，而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对(K/N-1)进行四舍五入取整运算，所以也可以看到分簇数为 4 和分簇

数为 5 时，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没有变化，因为这时的(K/N-1)四舍五入都等于 2，所以

算法效率没有变化，图 3 的分簇数为 6 和 7 和 8 都没有变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图 3 可以看

出，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在同等实验参数下，算法效率远小于 K 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这样

是不是说明了我们分簇 K 匿名算法的性能不如人意呢？答案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算法分

析说过 K 匿名因为用户密度有失败的概率，而我们的算法一定成功，上面 K 匿名算法发窃听概

率和算法效率都是在 K 匿名成功的情况况下得到了，那么 K 匿名算法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 

 

 

图 4: 不用分簇下K匿名算法失败概率 

 

如图 4 所示，K 匿名算法的失败概率在 0.9987 左右上下浮动，也就是说在 10000 平米的

空间内随机分布 100 个人的密度，对于 K 为 8 的 K 匿名来说成功率极低，而我们的分簇 K 匿

名算法却每次都能成功，而且窃听概率小于成功了的 K 匿名算法，只是以可以接受的算法效率

来换取，完全可以接收，证明我们算法的性能如预期般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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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仿真：上面展示了固定匿名程度 K，调整分簇数 N 的情况，下面让我们展示一下，

当分簇数 N 固定为 4，窃听节点为 5，合法人数为 100 时，匿名程度 K 从 4 到 10 变化下 K 匿

名算法和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和算法效率比较，以及 K 匿名的失败概率。 

如图 5 所示，在我们上述的实验参数下，K 匿名和分簇式 K 匿名的窃听概率均随着匿名

程度 K 的增加而降低，这也符合我们在算法分析中窃听概率分析所述，而且从图 5 可以看出我

们的分簇式 K 匿名算法窃听概率同级别下比 K 匿名算法要低，因为我们使用了 dummy 创建假

用户，而 K 匿名全是合法用户和窃听者组成，所以分簇式 K 匿名算法比 K 匿名算法同级别下

窃听概率低。 

 

 

图 5: 不同匿名程度下窃听概率 

 

如图 6 所示，在我们上述的实验参数下，成功执行的 K 匿名的算法效率在 0.924 左右浮

动，可见 K 匿名算法如果执行成功，那么它的效率不随着匿名程度 K 的变化而变化，前提是用

户密度和窃听节点数不变；而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从图 6 上可以看到，算法效率均低于 0.3，

也就远小于 K 匿名的算法效率，而且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分簇 K 匿名算法效率随着匿名程度 K

的变化呈现锯齿状变动，让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分簇数 N 为 4，匿名程度 K 为 4 和

5 的时候，因为(K/N-1)四舍五入取整都为 0，所以这时候分簇 K 匿名算法会分别产生 3 个和 4

个假节点，真实节点都只有一个，所以算法效率下降，当 K 为 6、7、8、9 的时候，(K/N-1)四

舍五入取整都为 1，这时候，分簇 K 匿名算法会先在头节点的响应节点里选择一个节点（合法

用户或者窃听节点，而因为真实用户数远大于窃听节点数，所以头节点从响应节点里挑选真实

节点的几率远大于挑选窃听节点的纪律），然后对应每个 K 会分别产生 4、5、6、7 个假节点， 

所以分簇 K 匿名算法在 K 为 6、7、8、9 的时候算法效率呈现下降情况，而从仿真图也可以看

出，说明在匿名程度 K 为 6 时，也就是(K/N-1)等于第一次等于 1 时，比他最后一次等于 0 时算

法效率高，图 6 中的当 K 等于 10 时，(K/N-1)第一次等于 2 也比最后一次等于 1 时的算法效率

高。所以分簇 K 匿名算法效率才会呈现这种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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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匿名程度下算法效率 

 

 

图 7: 不同匿名程度下K匿名算法失败概率 

 

如图 7 所示，在我们上述实验参数下，K 匿名算法的失败概率随着匿名程度 K 的增加而

不断增加，在 K 等于 5 时候，失败概率就已经达到 0.9235，在 K 等于 10 时，已经极为接近 1

了，这时候 K 匿名算法基本废了，而分簇 K 匿名算法确实一定成功，而且随着 K 的增大，窃

听概率还在下降，算法性能如预期般强大。 

第三种仿真：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分簇 K 匿名算法和 K 匿名算法在匿名程度 K 等于 8，

分簇数 N 为 2，合法人数为 100 的情况下，窃听概率和效率以及 K 匿名算法的失败概率随着窃

听者数量变化的仿真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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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窃听者数量下窃听概率 

 

如图 8 所示，在上述的实验参数下，K 匿名算法和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均随着窃

听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对于窃听节点没有 K 匿名算法那么敏

感，也就是如图 8 所示的分簇 K 匿名的窃听概率随着窃听数量增加而增加的幅度远小于 K 匿名

的增加幅度，而且分簇 K 匿名的窃听概率一直小于 K 匿名的窃听概率。 

如图 9 所示，在上述的实验参数下，K 匿名算法和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均随着窃

听者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但是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算法效率对于窃听节点没有 K 匿名算法那么敏

感，也就是如图 9 所示的分簇 K 匿名的算法效率随着窃听数量增加而降低的幅度远小于 K 匿名

的降低幅度，不过以此为代价的是分簇 K 匿名的窃听概率一直远小于 K 匿名的窃听概率。 

但是如图 10 所示，K 匿名算法的在 10000 平米里只有 100 个合法用户时，为达到匿名

程度等于 8，不仅失败概率达到 0.998 以上，而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百分百成功，这足以展

示我们分簇 K 匿名算法的强大，即使在低密度区域也是拥有良好性能的。  

 

 

图 9: 不同窃听者数量下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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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窃听者数量下K匿名算法失败概率 

 

第四种仿真：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分簇 K 匿名算法和 K 匿名算法在匿名程度 K 等于 8，

分簇数 N 为 2，窃听节点为 5 的情况下，窃听概率和效率以及 K 匿名算法的失败概率随着合法

用户数量变化的仿真结果与分析。 

如图 11 所示，K 匿名算法在合法用户人数从 100 到 300 的过程中，窃听概率一直下降，

至于为什么会在合法用户人数 50 时，窃听概率反而那么低，时因为在合法用户人数 50 时，K

匿名算法在 10 万次运算种只成功了 2 次，不具有一般意义。而分簇 K 匿名算法随着合法用户

的增加也程下降趋势。但是很显然下降的没有 K 匿名算法那么快，再结合之前在第三种仿真里

所说的分簇 K 匿名对于窃听节点数量变动的抗性也比较高，可以看出，分簇 K 匿名算法比较稳

定，对于不是特别剧烈的环境变化窃听概率波动不大，比较稳定，更加增加分簇 K 匿名算法的

实战性。除此之外，分簇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一直小于 K 匿名算法的窃听概率。 

 

 

图 11: 不同合法用户下窃听概率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063 

 

图 12: 不同合法用户下算法效率 

 

如图 12 所示，因为上面已经说了 K 匿名算法在合法用户人数为 50 的情况下只在 10 万

次仿真下成功了 2 次，所以这里也把这个点排除分析。所以由图 12 可见 K 匿名算法和分簇 K

匿名算法的效率均随着合法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虽然 K 匿名算法（成功的执行了的）的效

率依旧比分簇 K 匿名算法的效率高很多，但是分簇 K 匿名算法的效率随着合法用户人数的增加

的增加趋势远大于 K 匿名算法的效率随着合法用户人数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说明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可以在合法用户密度大时达到非常好的效率，从而达到更卓越的性能。 

 

 

图 13: 不同合法用户下K匿名算法失败概率 

 

如图 13 所示，K 匿名算法的失败概率随着合法用户数目的增加而下降，而且效果比较

可观，但是失败的概率在 1 万平米 300 人的情况下依旧达到了 0.826 的失败率，毕竟 K 匿名算

法的缺点就是需要大量用户作为基数，而我们的分簇 K 匿名算法因为借用了 dummy 的思想，

就极大的降低了对于用户密度的需求，最差情况就是通信半径内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退化成

dummy 算法，我们依旧每次都能执行成功。 

 

总结与讨论 

我们的算法不仅能在保护用户位置隐私的同时获得精确的服务，而且还避免了服务供应

商带来的威胁，因为我们提供的是 K 个位置和请求的报表，服务供应商无法在这些位置和用户

上进行对应，除此之外，我们的算法因为借用了 dummy 的思想，所以降低对用户密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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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到一个理想的期望性能。分簇 K 匿名算法，如何动态根据用户密度调整定时器时长，让算

法进行的更快，更加提升用户体验，以及如何动态根据用户密度调整匿名程度 K 和分簇数 N，

达到最佳性能，仍然需要我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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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业的低碳转型及应用--推进碳中和、碳达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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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现建筑材料的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关于我国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有着

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中，建筑材料相关行业对于实现低碳发展，保护地球生态文明建设充当着

重要的角色。建筑材料企业是实现建筑材料低碳转型的主体。因此，本文关于建筑材料行业的

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对于推进碳中和、碳达峰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及研究。从建材业的发展进程、

实施路径、低碳转型策略、装饰装修工程及施工中的具体措施展开探讨。为最后实现建材业低

碳转型的规划及策略进行研究说明。 

 

关键词：建筑材料 碳达峰 碳中和 绿色低碳 

 

Abstract 

Realizing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apos;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mong them, building materials related indust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earth. 

Building materials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y to realize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carbon peak and other issues were considered and 

studied.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path,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decorati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measure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lanning and strategy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Keywords: building materials,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rbon neutrality, green and low-carbon 

mailto:ww2352292971@163.com
mailto:6494643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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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材料生产和消费国，建筑材料工业也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最

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产品因其工业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原料分解必然产

生二氧化碳，使之成为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源。[7]作为我国碳减排任务最重

的行业之一，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碳减排工作，提前实现碳达峰，为国家总体实现

碳达峰预定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作出积极贡献，是建筑材料行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

宣示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筑材料行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更是全面提升建筑材

料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水平必由之路。因此，本文对于建材业的低碳转型的策略、措施及应

当考虑到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同时，关于建材业的低碳转型也是为了国家提前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献出一份力。 

1. 建材行业低碳发展任重道远 

2020 年，水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12.3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煤燃烧排

放量同比增长 0.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同比增长 2.7%。其中水泥工业的电力消耗量折算成

排放量大约为 8955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2020)。 

 

 

图 1: 中国水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 

 

建材业是碳排放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建材业的低

碳转型备受人们关注。在低碳转型的发展上，建材业面临着诸多难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翠坤认为：建材业的低碳转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链条长、环节多、想要精准管理更是难上加难。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建材业工业化

程度相对较低，且在建造技术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传统生产的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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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新增的建筑建设主要集中在水泥、钢铁等建材的生产运输和现场的施工过程。二是由

于建筑存量大，因此导致碳排放量高。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既有建筑和每年新建建筑

量最大的国家。所以导致很多既有建筑存在着高耗能高排放的现象。三是建筑行业低碳节能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刊,2021)。由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我国在建筑行业的碳排

放量未来十年内仍有提升。因此，建筑行业在低碳节能方面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尽管我国当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但我们仍要坚持碳达峰、碳中和的低碳环

保道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努力奋斗。 

2. 建材业推进低碳转型的实施路径 

在实现建筑材料的低碳转型中，建材相关行业应重点关注关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问题。[2]深刻理解政策的要求与对策，共同努力推进建筑材料碳达峰目标的提前实现。 

2.1 关于建材业低碳转型的方案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显示，全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及碳排放增速

由“十一五”期间的 7.4% 下降至“十二五”期间的 7%，“十三五”期间则进一步下降至 3.1% (本

刊, 2021)。 

 

 

图 2: 2005年-2018年我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变动趋势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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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年-2018年我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变动趋势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 

 

根据图 4 等相关数据及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按照国家的总体部

署，积极应对建材业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决策，从建材企业自身做起，制定适合本企业的低

碳转型行动方案 (王志敏 & 王林, 2021)。首先应明确本身企业的碳达峰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

结合合理化的措施建议，推进建材业低碳转型的合理路径，为此目标努力奋斗。 

 

 

图 4： 我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及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变化趋势 

 

对于发展相对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低碳绿色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鼓励其做

好良好的带头作用。总结积累好的经验和实行方案，并在建材业大力推广及应用。对于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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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积极应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根据其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所积累的经验及行动方

案，积极实行相应措施，共同探索低碳发展的道路。 

根据相关数据表现，我国建筑全过程各阶段分别为建材生产阶段、建筑施工阶

段、运行阶段能耗和碳排放量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详情见图 5。 

 

 

图 5: 我国建筑全过程各阶段能耗和碳排放变化情况 

 

2.2 加快低碳转型技术研发的大力推广 

根据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颁布的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

及国家统计局发表的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知：为加强推广建材业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等为

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首先要以市场为主要对象，加快其对于低碳目标所应做出的

改进及具体方案。同时应以市场为中心，大力研发先进且适用的低碳节能技术，研发新型材料

技术，以及硫铝酸盐水泥等低碳水泥新品种的推广及应用 (王志敏 & 王林, 2021)。改进生产程

序及生产工艺，可以利用碳捕集和碳储存等碳汇的先进技术，作为生产原料。并大力推广使用，

做到较为全面的普及及应用。 

2.3 加强资源利用率 

建材业具体的工艺特征决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少，建材业应当关于推进节

能低碳的目标全面推广，加大关于无组织排放的控制力，使其有秩序又能遵循相应的要求执行。

并且严格控制水泥、石灰等相关企业对于低碳环保的改进 (王志敏 & 王林, 2021)。大力控制能

源消耗及碳排放量。采用再生能源技术提升燃料替代率，全面全过程的进行节能低碳管理，加

强监管力度，对于限额标准要严格执行。 

加快智能制造的步伐，建立良好的建材类企业的管理体系，并根据已有的经验

和数据不断完善，与数字化相结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科技手段，进而加强资

源利用率。 

积极应对及处理生活垃圾以及废弃物，保护好矿山道路和植被，推进资源利用

及低碳环保的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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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建筑低碳转型的策略 

3.1 低碳节能材料的应用 

根据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颁布的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

及国家统计局发表的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针对关于设计低碳建筑的设计中，首先需要选出

最适合的节能低碳材料。所以，在应用设计过程中，应当主要注意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于选

择玻璃材料的问题上做好充分准备，因为在建筑工程中，玻璃作为基础材料之一，在建筑工程

中应用广泛。且根据往年的相关资料及数据得出，常规的状态下，结构的不同会导致传热系数

与气温呈现正比的情况。利用这一点，可以展开节能材料的相关合理设计，且目前已有很多这

种节能材料应用与建筑工程中。 

在建筑中，建筑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直接暴露于人的面前。建筑材料的来源

及质量将影响室内环境和建筑成本。绿色施工材料的使用是施工进度过程中节能的创新解决方

案。墙体材料和保温材料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花费大量资源。 

3.2 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总所周知，可再生资源有风能、水能、地热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

主要通过合理控制资源使用率，来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而我国的水资源总储备量比较客观，

但是存在人口基数大，分布不均等问题。南水北调就是为了处理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对策。 

在对于低碳环保的建筑设计中，重点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等

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在现实生活建筑设计中，最直观的做法就是雨水采

集，把雨水经过处理之后，可以作为小区为单位的绿化水使用。也可将雨水进行处理后，并重

新投入生活生产中，可以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 

3.3 做好碳检查工作 

首先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等相关工作的推广任务，使全国各建材企业对此目

标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并能做到积极配合。并充分了解相关工作的流程，懂得合理分配任务，

制定碳排放量应当控制的标准，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建立数据库 (王志敏 & 王林, 2021)，

做好监督检查等工作，并制定合理的对于建材企业积极应对低碳节能建材的良好政策，做出实

质性的改变。 

3.4 对于建材企业家在建筑业低碳转型道路中的作用予以重视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弘扬企业家精神，高度重视且同时要让建

材企业家认识到自己对与建筑业低碳转型的重要作用 (王志敏 & 王林, 2021)。结果表明，绿色

建筑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环境科学、生态学、建筑技术等学科领域。应不断提升建材业相关

工作人员在低碳转型中的技术，为提前顺利实现建材低碳转型，碳达峰、碳中和的首要目标奠

定坚实的基础。 

4. 在低碳转型道路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应用 

4.1 建筑装饰装修的应用理念 

在从前的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理念中，大多数人所尊崇的都是豪华、实用、性价

比高等一系列因素。并且绝大多数都不会考虑低碳、节能、环保等因素。因此，想要尽早达到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就要呼吁全民积极配合积极为达到此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尽可能

的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人人提倡低碳环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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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以往的装饰装修设计理念，提倡低碳节能的装饰装修设计理念，做好对建

筑工程装饰装修的正确定位，摒弃或尽可能的回避高能耗、高排放以及高浪费的装饰装修材料。

因此，在符合我国关于建筑材料低碳的相关政策下能够给人们带来直观的装饰装修的视觉享受，

并且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健康生活，低碳节能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根据评估标准来看，绿色建筑

材料应产生最少的排放和浪费，消耗更少的能源，对人类有益的同时也要保持高质量 (Huang C., 

Wu G., Zhao X., & Zuo J., 2019)。 

4.2 制定低碳转型建筑装饰装修的施工方案 

4.2.1 改进低碳建筑装饰装修的施工工艺 

 在建筑工程装饰装修的过程中，施工工艺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序。因

此，应当采用合理科学的施工工艺，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在建筑工程装饰装修过程中对

装饰材料的浪费及损耗 (杨璐,2019)。以此能对材料的利用率最大化，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并

且改善在装饰装修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装饰装修节能减排的道路上，不断积累实际经

验及科学理念，不断完善装饰装修的施工标准，以及尽可能规范装饰装修的施工措施标准，逐

步实现低碳转型的目标。 

4.2.2 注重建筑装饰装修工作人员的管理 

 在建筑工程装饰装修过程中，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不可忽视。不

仅需要使其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还应对于低碳节能等理念付诸实践，应当自觉保证装饰装修过

程中的施工质量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政策，各项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标准。以减少在装饰装修过程

中造成的环境污染 (杨璐,2019)。在实际的建筑装饰装修过程中，要重视现场的工作人员对剩余

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禁止浪费资源，必要时可设立奖罚措施。 

5. 制定建筑物在施工中低碳转型的措施 

5.1 编制合理的施工设计方案 

5.1.1 选择符合条件的地理位置 

 因为建筑物的地理位置对于节能减排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在选择建筑物

的地理位置时，慎重选择是非常必要的。从前大多数是要考虑人们的意愿，且过分追求经济上

的利益。所以，自然而然会忽视给社会及环境所带来的效益。现如今，如果想要提前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应当要求施工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要对所需要建设建筑物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环境进行实际考核，在考核完成之后应当做一个严谨的综合评估 (冯永财, 2020)。使其

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因为地理位置或自然环境而遭受损失或破坏。 

5.1.2 注重建筑物的朝向问题 

 建筑物施工中的朝向问题，应当注意在冬季时有充足的阳光，在夏季时有

良好的通风窗口。在设计朝向问题时，还应考虑到建筑物所在地当地的地形及道路等因素。想

要保证整体朝向良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设计时应当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经过综合分析找到

最佳的建筑物朝向。 

5.2 建筑物外墙施工节能减排设计 

对于墙体材料和保温材料，仍然需要克服一些挑战及障碍。障碍可划分为业务

相关、技术相关和法律政策相关。但是存在两个原因：其一是缺乏公众意识和接受度，其二是

对于绿色建筑设计师不够充分理解 (Huang, C., Wu, G., Zhao, X., & Zuo, J., 2019) 。所以可能会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072 

对墙体和保温材料的技术感兴趣的投资者在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面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

墙体材料和保温材料的开发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做到节约资源，尽可能的减少对现有资源及

能源的消耗。所以必须不断优化材料的制造工艺、降低生产过程的材料消耗以及降低建材的成

本，建材的成本还应考虑到运输和保温的费用。其中，建筑物外墙的墙体保温材料种类繁多，

选择合适的保温材料尤为重要。蒸压粉煤灰添加混凝土是我国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中保温材料。

此外，聚苯颗粒保温料浆也是我国很常用的一种材料 (冯永财, 2020).。不仅便于操作，而且能

有效阻止墙体开裂，有比较好的保温效果。并且都具备低碳环保的特点，能够有效达到低碳节

能环保的目的。 

 

结论 

提倡低碳生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首要任务，现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

恶化的速度仍在增长，低碳生活不仅关乎着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是否有所改善，更是造福我们人

类自身。因此，实现碳达、碳中和的目标刻不容缓。作为在实现低碳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建材

类企业，更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挑起低碳生活、改善生态环境的大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落实关于建材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倡议。希望广大同仁为我国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目标，贡献一己之力，积极参与并应用到实际工程中，为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气候变暖共同

努力，共同应对！ 

 

建议 

绿色和凉爽屋顶、垂直绿化系统、水效率、居住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绿色建筑的经济

效益、生命周期评估和评级系统、绿色改造、绿色建筑项目交付以及绿色建筑中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14]在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建筑真实性能验证、绿色建筑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以及绿色项目

建设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风险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建议今后研究方向能够填补这些空白，以

扩大绿色建筑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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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全国各地区愈发关注各种基础设施的

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桥梁占据一席之地，其规模和数量随爆发式增长。因此桥梁安

全问题成为我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桥梁各种类型的安全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本

文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研究一个桥梁安全监测系统。同时为了达到更好效果，提出基于时间序列

预测 ARIMA 模型对桥梁微变趋势做出预测。通过云端把这些处理好的数据传入服务端，在物

联网下一体化保障桥梁的运行安全。经过文章最后的测试表现算法的准确性以及精度都通过标

准。 

 

关键词： 机器视觉  ARIMA 模型  时间序列  桥梁监测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nfrastructure. I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bridge occupies a place, its scale and 

number increase with the explosion. Therefore, bridge safe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in China. Aiming at various types of bridge safety problems, this paper studies a 

bridge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e ARIMA model based on time prediction is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micro-

variation trend of Bridges. These processed data are transmitted to the server through the cloud, so as 

to guarantee the operation safety of the bridge unde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Keywords: machine vision, ARIMA model, bridge monitoring 

 

1 引言  

桥梁结构的健康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确保桥梁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检

测、维修、加固都是延长桥梁使用寿命的必要方式。随着交通产业的飞速发展，桥梁建设速度

逐渐放缓，桥梁的中心任务已经开始从大力建设转向施工与监测并重的重要阶段。桥梁结构健

康监测可以及时判定桥梁结构的损伤情况，尽早发现桥梁的安全隐患，保障社会财产、人民生

命安全（李金海，2019）。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发现桥梁在使用时存在的异常现象，排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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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并且提供科学的依据来维修、养护桥梁，我们应适时采取合理的方法来使得桥梁使用寿

命延长、承载能力提高、维护费用减少、避免拆除重建导致的资源浪费。 

现市场存在多种桥梁监测方法，优缺点大同小异，目前常见的大类又非接触式测量法

和接触式测量法。典型的接触式测量法有百分表测量法以及倾角仪测量法。不过这些接触式的

测量办法统一的缺点就是使用场景不通用，并且由于施工难度大，给测量工作也造成了巨大的

困难。 

而非接触测量方法有精密水准仪测量法、机器视觉技术法等。其中非接触式测量方法 

不需要人工测量，并且都是比较简单，精准度比较高的一种测量手段。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明

显，就是这类方法大部分都不适用长期需要健康监测的桥梁中，且开发成本比较大。但其中的

机器视觉技术法是是最近兴起的被广泛运用来测量桥梁微变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利用激光标记

所测的点，同时利用高像素工业相机。将相机安置于桥头的合适位置，收集待测点出的视频流。

接着运用相关软件将将照片上激光的位置变化进行处理，得到桥梁微变挠度的变化值。即该方

法将非接触、安全、高精度、成本低、实时迅速和便于实施等优势基于一体的方法。则经研究，

本文以此方法对桥梁监测系统研究。同时经过验证选择了基于 ARIMA 模型进行时间预测。 

 

2 测量坐标图校准 

系统考虑到因激光对准中心点会造成时间成本高、误差大且难度较大的原因，因此抛

去普通的对准方法，采用的是中心点设计。所以安装设备时无需对其进行激光中心点的校准，

既利用视觉感知技术将基准点代替中心点。经过测试，启动激光后，通过 100 组数据测试中心

点位置，当激光点与中心点的真实长度误差不超过 0.001mm，激光点所在位置就为基准点。

这一步骤为接下来算法处理做出了有效的铺垫。 

 

3 机器视觉感知技术 

本文重点介绍此技术，作为桥梁微变健康监测系统的核心技术，视频流采集图像，传

入服务器后，云端利用机器视觉感知技术对图像进行一系列处理，包括色彩空间的转换、高斯

滤波、Fast检测算法等。图1为本文机器视觉感知技术处理的简要流程图。 

 

 

图 1 激光提取与图像预处理流程图 

 

3.1 图像灰度化 

(1) 图像灰度化是将一幅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化图像的过程。彩色图像通常包括

R、G、B 三个分量，分别显示出红绿蓝等各种颜色，灰度化就是使彩色图像的 R、G、B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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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相等的过程。灰度图像中每个像素仅具有一种样本颜色，其灰度是位于黑色与白色之间的

多级色彩深度，灰度值大的像素点比较亮，反之比较暗，像素值最大为 255（表示白色），像

素值最小为 0（表示黑色）。 

假设某点的颜色由 RGB(R,G,B)组成，常见灰度处理算法如表 3 

 

表 1  常见灰度化算法 

算法名称 算法公式 

最大值灰度化处理 Gray=max(R,G,B) 

浮点灰度处理 Gray=R*0.3+G*0.59+B*0.11 

整数灰度处理 Gray=
(R*30+G*59+B*11)

100
 

移位灰度处理 Gray=(R*28+G*151+B*77)⟩⟩8 

平均灰度处理 Gray=
(R+G+B)

3
 

加权平均灰度处理 Gray=R*0.299+G*0.587+B*0.144 

 

（2 从检测机接收实时图像，并对其进行图像灰度化处理： 

在 canny 算法中，为精确处理，需要将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根据图像各个通道的

采样值进行加权平均（李科、毋涛、刘青青，2021）。 

3.1 色彩空间转换 

目前，在利用 Python 语言实现机器视觉领域中最常用的三种色彩空间：灰度、

RGB、HSV。下面分别对 RGB 和 HSV 进行试验，选出对本文最好的处理方法。 

图 2 是本文在试验阶段对坐标图进行的 RGB 色彩空间处理后的结果，左图为检测

的原图，经过 R 通道（红色通道）处理后得到了右图。因为文没有涉及到 G、B 通道，所以 G

通道和 B 通道处理结果与 R 通道一样的，因此本文不对这两个通道做出声明。 

 

 

图 2 RGB 色彩空间处理图 

 

图 3 是本文在试验阶段对坐标图进行 HSV 色彩空间处理后的对比图。下图分别为

经 HSV 色彩空间、色相（Hue）、饱和度(Saturation)、明度(Value)处理后所得到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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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SV 空间图 

 

根据两组实验效果图对比后，可知图 6 中的经过红色通道处理后的图像亮度更暗，

相比图 7 明度(V)处理后的图像更适合进行特征点提取。所以本文采用 RGB 色彩空间对图像进

行灰度化处理。 

3.2 高斯滤波去噪 

桥梁震动会影响监测设备的正常工作，为了使噪声对边缘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小，将

其滤波进行去噪。本文使用高斯滤波器（将数字图像中所有像素值进行加权后取平均值，根据

一定的标准分配给不同的像素值不同的权重，其中距离中心点越近的像素值被分配的权重则越

大）来改正均值滤波使得图像模糊的缺点。图 4 为未去噪图像。 

 

 

图 4 高斯滤波前效果图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模板（n×n）以及设定一个 σ 值。根据公式，得到二维模板的权

重矩阵，通过此矩阵， 再计算整个二维模板覆盖区域像素值的加权平均值。【2】接着将像素

值的后一个单位赋值给模板，不停重复该操作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图像。高斯矩阵计算公式为： 

 

G(x,y)=
1

2πσ2
e

-
x2+y2

2α2  (1) 

 

经滤波去噪后得到图 5 所示图像，经过与滤波前图像对比，光斑被过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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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斯滤波后效果 

 

3.3 Fast 特征检测算法 

（1）对图 6 所示的光斑原始图中的红色光斑进行检测和提取，具体步骤如下： 

 

 

图 6 光斑原始图 

 

① 图中点为红色光斑，光斑中心为白色，边缘为红色。当 V 过高时，图片

中得红光会被吸收，则此时采用的是 RGB 中的白色通道；通过 RGB 白色通道获取构成光斑

的点，其次调整 RGB 白色通道参数域值的范围，使点能够更多的包围光斑。 

② 若从 RGB 白色通道中-获取点的个数不足或过多，将直接影响数据的精

确性，为了避免误差扩大，这时将 RGB 白色通道转为 RGB 红色通道，检测光斑边缘红色部

分；当 V 过低或光斑打在四个角点上时，图中的白光会被吸收，从而采用 RGB 红色通道，

并且调整 RGB 红色通道参数域值范围，使点能够更多的包围光斑（崔维玉，2018）。 

③ 若 RGB 红色通道中获取的点个数不足或过多，也会直接影响数据的精

确性，所以此时将 RGB 红色通道转为 RGB 白色通道，检测光斑中的白色。 

④ 将上述三步进行循环重复，直到图中找不到新的轮廓点为止。 

⑤ 利用 RGB 三通道对图像进一步处理，处理后在此基础上灰度化图像，

最终得到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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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红色光斑提取图 

 

（2）对前文高斯滤波去噪处理后的图，使用 Fast 特征检测算法（如果领域内有过

多的的像素点与某一个像素相差过大，那么该像素则很有可能为角点），检测后将图片中的点

提取出来。该算法步骤如下， 

① 中心像素点用 Y 表示，设以 5 为半径且有 16 个像素点（Y1、Y2..、Y16）

的圆； 

② 确定好后定义一个阈值。分别计算中心上下（Y1 以及 Y9 与中心 Y）的

像素差。如果两者绝对值分别都小于阈值，则判断 Y 点不是特征点，进行下面的计算；相反，

当作待定点； 

③ 假设 Y 作为待定点，计算上下 (Y1、Y9) 左右(Y5、Y13)与中心 Y 的像

素差，若它们绝对值有>=3 个点超过阈值，则 Y 继续作为待定点； 

④ 同理，计算 16 个点(Y1-Y16)与中心 Y 的像素差，如果绝对值有>=9 个

超出阈值，则此时判定待定点 Y 为特征点。 

⑤ 非极大值抑制： 

 

V=max {
∑(pixelvalues-p)if(value-p)>t

   ∑(p-pixelvalues)if(p-value)>t
 (2) 

 

其中 V 表示得分，t 表示域值。得出结果后用图像模型处理找出目标区域。图 8 为

角点检测图。 

 

 

图 8  角点检测图 

 

利用 RGB 的三通道对所产生的角点检测进一步处理，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灰度化处理，

最终得到如图 9 处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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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Fast 算法最终效果图 

 

3.4  位置计算 

输出光斑和四个角点的中心位置，在原先算法基础上进行改进，采集数据得光斑和

四个角点的中心坐标，因为得到的是多组点的坐标，因此需对点坐标进行计算。 

 对 Fast 算法处理过的最终效果图 14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设置 N 为标志符，当

N=0 时，判断数组元素中有无偏差过大的数据。若有偏差大的数据，则说明数组中元素发生了

突变；图 10 为经过算法计算后的坐标数据（第一个数组中元素代表 X 坐标，第二个数组中元

素代表 Y 坐标），实行步骤 1、2； 

 

 
 

图 10 运行坐标数据图 

 

1）第三个数据与前两个数据偏差过大，说明此点为下一个点，即没在第一个角点

中；条件判断结束后，将 1 赋给 N； 

2）若无偏差大的数据，则说明数组中的元素表示这些中心点分散或重合在同一个

角点中，求这些点的平均值，将这个值看作点所在角点的中心。此时将 0 赋值给 N； 

循环上述 1、2 步骤后得出图 11 所示数据（第一个数组中元素代表 X 坐标，第

二个数组中元素代表 Y 坐标）： 

 

 
 

图 11 计算后数据图 

 

对应中心点的（x，y）表示为（174.0,335.0）、（421.0,325.0）、（410.0,85.0）

（168.0,85.0） 

利用这些数据求出点围成矩形的中心点，实行步骤 3， 

3）矩形中心点像素的横坐标如公式（3）所示，纵坐标如公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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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x=
(X1+X2+X3+X4)

4
 (3) 

 

其中Xλ（𝜆 =1，2，3，4）表示角点的像素横坐标； 

 

αy=
(Y1+Y2+Y3+Y4)

4
 (4) 

 

其中Yβ（𝛽 =1，2，3，4）表示角点的像素横坐标；实行步骤 4 

4）公式⑸为原图与采量图的比例公式 

 

ϕ=
γ

√(X1-X2)2
 (5) 

 

其中γ为采量图矩形边长的长度 70mm；实行步骤 5 

公式⑹、公式⑺分别为红斑到中心点的实际长度、红斑的实际坐标 

 

η=ϕ×√(X-αX)2+(Y-αY)2 (6) 

{
ϕ

X
=(X-αX)×φ

ϕ
Y

=(Y-αY)×φ
 (7) 

 

其中 X 为红斑像素横坐标，Y 为红斑像素纵坐标，𝜙𝑥为红斑实际横坐标，𝜙𝑦为红

斑实际纵坐标。 

 

4 趋势预测基于（ARIMA模型）的建立 

 桥梁意外事故有时是瞬间即逝，因此本文建立基于时间预测模型（ARIMA 模型）实

现桥梁的趋势预测。 

4.1 ARIMA 模型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比较完善和精确的算法是博克思-詹金斯(Box-Jenkins)

方法，其常用模型包括：自回归模型（AR 模型）、滑动平均模型（MA 模型）、自回归-滑动

平均混合模型（ARMA）模型、差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ARIMA 模型）[4]公式⑻为

ARIMA 模型的一般表达： 

 

Xt=ϕ
1
Xt-1+...+ϕ

P
Xt-p+δt-θ1δt-1-...-θqδt-q (8) 

 

当 q=0 时，建 AR(p)模型： 

 

Xt=ϕ
1
Xt-1+...+ϕ

p
Xt-p+εt，t∈Z (9) 

 

当 p＝0 时，建立 MA(q)模型： 

 

Xt=εt-θ1εt-1-...-θqεt-q，t∈Z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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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时间序列常用模型 

相关系数\模型 AR（p） MA（q） ARMA(p.q) 

自相关系数 拖尾，指数衰减或振荡 有限长度，截尾（q 步） 拖尾，指数衰减或振荡 

偏相关系数 有限长度，截尾（p 步） 拖尾，指数衰减或振荡 拖尾，指数衰减或振荡 

 

参数估计和模型定阶是建立备件消耗预测模型的重要内容，二者相互影响。 

在上述模型识别的基础上，利用样本矩估计法、最小二乘估计法或极大似然估计法等

对 ARMA(p,q)的未知参数，即自回归系数、滑动平均系数以及白噪声方差进行估计，得出公

式 

(11)，同时利用 AIC、BIC 准则进行模型定阶。 

 

ϕ
1

∧

，.......，ϕ
p

∧

，θ1

∧

，.........，θq

∧

，σ
∧2

 (11) 

 

4.2 模型检验 

首先要检验所建立模型是否能满足平稳性和可逆性，既要求下式(6)、式(7)根在单

位圆外，具体公式如下： 

 

ϕ(B)=1-∑ ϕ
j
BjP

j=1 =0   (12) 

θ(B)=1-∑ θjB
jP

j=1 =0    (13) 

 

再进一步判断上述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否为白噪声，如果不是，则需要重新进行模型

识别，如果是，则通过检验，得出预测模型： 

 

Xt
' =ϕ

∧

Xt-1
' +...+ϕ

p

∧

+εt-θ
∧

1εt-1-...-θ
∧

qεt-q (14) 

 

根据上述预测模型，依据一步预测的方法对其进行预测，并考虑前面所进行的 d 次

差分，还原为备件消耗数据 Yt 的预测结果，根据该预测结果来进行备件的配置。 

4.3 时间模型的预处理 

(1)对于纯随机序列，也称为白噪声序列，序列的各项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序列

在进行完全无序的随机波动，可以终止对该序列的分析。 

(2)对于平稳非白噪声序列， 它的均值和方差是常数。ARIMA 模型是最常用的平稳

序列拟合模型[5]。 

(3)对于非平稳序列，由于它的方差和均值不稳定，处理方法一般是将其转化成平

稳序列。使用 ARIMA 模型进行分析： 

时序图检验：根据平稳时间序列的均值和方差都是常数的特性，平稳序列的时序图

显示该序列值时钟在一个参数附近随机波动，而且波动的范围是有界的。如果有明显的趋势或

者周期性，那它通常不是平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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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关图检验：平稳序列具有短期相关性，这个性质表明对平稳序列而言，通常只

有近期的序列值得影响比较明显，间隔越远的过去值对现在的值得影响越小。而非平稳序列的

自相关系数衰减的速度比较慢。 

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单位根，那就

是非平稳时间序列。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原假设是 非平稳序列过程，备择假

设是平稳序列，趋势平稳过程。 

4.4 时间序列分析 

(1)平稳性：要求经由样本时间序列所得到的拟合曲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沿

着现有的形态‘惯性’地延续下去。同时平稳性要求序列的均值和方差不发生明显的变化； 

(2)弱平稳：期望和相关系数（依赖性）不变，未来某个时刻 t 的值，Xt 要依赖于

它过去的信息； 

(3)差分法：时间序列在 T 与 T-1 时刻的差值（使用差分使其满足平稳性），一般

差分 1,2 阶即可。 

4.5 p 和 q 阶数的确定（ACF 和 PACF 确定） 

AR 是自回归，p 是自回归项，MA 是移动平均，q 为移动平均项，d 为时间序列称

为平稳时 所做的差分次数。 

 

(1) A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赤池信息准则，既参照公式(15) 

 

AIC=2k - 2ln(L)                         (15) 

 

(2)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贝叶斯信息准则,既参照公式(16) 

 

BIC=kln(n)-2ln(L)                   (16) 

 

其中公式(15)、(16)的 K 表示模型参数的个数，n 表示样本的数量，L 表示似然函数。

既当 K 越小时，L 似然函数越大越准确。AIC 和 BIC 越小越准确。既建立模型后根据数据预测

即可，上文已对预测模型页面做出相应说明。 

 

5 数据测试 

5.1 数据上传与算法处理误差测试 

为了检验设备运行稳定性，与算法处理是否成功。对设备进行上传成功率测试以及

算法处理数据准确性测试。图 12 为现场摄像头接收图片上传成功的部分数据库表。经过上传

至 3000 个图像之后，数据库接收到 3000 个图片并全部计算出相应数据值，测试 100%t 通过。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084 

 

图 12  数据库部分数据表 

 

5.2 性能压力测试 

对系统做出 100 个请求*100 次，请求为将线上端上传图片到云端，云端进行算法

处理。图 13、14，为测试软件跑出的测试数据。 

 

 

图 13 测试数据结果图 

 

 

 

图 14 测试数据结果图 

 

图 15 为测试软件最终给出性能测试曲线图，由此，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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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最终曲线报告图 

 

6 总结 

在本文研究中，主要通过桥梁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引出需要建立桥梁健康安全监测系

统。并且大概简述了几种主要研究方法。本系统主要研究机器视觉技术出发解决了中心点定位、

图像提取问题，并通过滤波、Fast 检测算法等细节技术开展了一系列分析。具有较好的预测性

能,解决了传统人工分析存在的低效率、低准确度的问题,适用于大型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梁

宗保、柴洁、纳守勇、马天立、唐玉，2021)。其次通过对需求分析建立 ARIMA 模型，实现

了一套预测模块，预测桥梁微动趋势，最后通过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专业测试，得出该研究的可

靠性。并且表明此方法稳定性高，安全性强等性能稳定，同时实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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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作为其分支之一的机器视觉，因其工业的视觉环境可控，并

且处理目标固定，所以被大量应用在工业当中。本课题以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背景，

以 STM32H743VIT6 为核心控制单元，OV7760 摄像头作为识别传感器，通过自由度为二的云

台来控制摄像头的视野。与常见的识别不同，加入了 Canny 算子和 SIFT 算法作为中间处理，

增加测量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在图像采集过程中，采用 Canny 算子和 SIFT 算法实现快速边

缘检测得到图像形状并得到被测物的特征值，利用参照物的大小比例来计算距离，系统通过

实时对比激光与图形中心的距离，得到采集图像中心位置与激光位置的偏差，利用 PID 对舵

机进行反馈控制，调节参数得到合适的速度控制电机，实现自动追踪功能，通过比较特征值识

别主体。 

 

关键词: 特征检测 PID 控制算法 图像算法 机器视觉 快速边缘检测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one of its branches, machine vision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y because of its controllable visual environment and fixed processing target.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electronic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STM32H743VIT6 as the core control unit, OV7760 camera as the recognition sensor, and PTZ with 

two degrees of freedom to control the vision of the camera. Unlike common recognition, Canny 

operators and SIFT algorithms are added as intermediate processing to increase 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measurement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image acquisition, Canny operator and sift 

algorithm are used to realize fast edge detection to get the image shape and the eigenvalue of the 

object to be measured. The distance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ize ratio of the reference object.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center position of the image and the laser position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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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between the laser and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in real time. PID is used to feedback control the 

steering gear and adjust the parameters to the appropriate speed control motor, realize the automatic 

tracking function, identify the main body by comparing the eigenvalues. 

 

Keywords: Feature detection, PID control algorithm, Image algorithm, Machine vision, Fast edge 

detection  

 

1. 引言 

机器视觉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中期被提出，继而逐步由实验室研究向实际应用逐渐转变

（尹仕斌、任永杰、刘涛、郭思阳、赵进、邾继贵，2018）。上世纪 50 年代，Gilson 提出了

“光流”这一概念，标志着 2D 影像统计模式的发展。1960 年，学者 Roberts 提出从 2D 图像

中提取三维结构，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开设“机器视觉”课程。对“物体与视觉”相关课题

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大量的研究推动着视觉测量技术不断发展，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1978

年，David Marr 开创了“自下而上”的通过计算机视觉捕捉物体形象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

标志着机器视觉研究的重大突破。随后，智能识别和视觉测量等相继问世，机器视觉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 

20 世纪初，先进的集成电路技术和传感器技术扫除了信息识别和传输速率的难关。3D

视觉扫描技术的出现，引发了相关技术的高速传播，掀起了全球性的研究热潮。当下，机器视

觉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产业及电子、汽车等行业的上游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机器视觉一般应用与工业、军事、民用、航空、航天技术等，应用领域非常广

阔。而机器视觉因其高精度、高效率和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在一些不适合人工作业的环境中

拥有很大的市场前景。高智能化自动化使得其易于操作方便管理，还能够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相比与国外，国内机器视觉起步晚，竞争力弱，正处于发展阶段。1998 年，越来越多

的电子厂商瞄准到中国市场。伴随着海外生产线和设备的涌入，中国出现了大量国际厂商的代

理商，这进一步地刺激着国内机器视觉技术的爆炸增长。目前中国已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

三大机器视觉领域应用市场。 

现阶段图像识别技术难点在于图像信息的采集、滤波处理和判断。其中图像信息的采

集、处理直接影响判断的准确性。对于测量方面，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测量指标，只能给出具

有参考意义的 mm/pixl。外部的光照环境、不同的算法，都可能带来重复测量的差异。不仅如

此，材料光线吸收情况、表面缺陷、对光的折射率等等，各种缺陷类型和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

使得视觉测量技术难以推广。因此通过对比不同预畸变处理和图像算法的优越性，极大可能地

降低外部影响，使测量结果更加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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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室内工作环境下的场景理解是每个室内机器人不可缺少的技能之一，伴随着自动化物

流产业和服务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基于室内场景下的机器视觉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由于室内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识别算法的准确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机器视觉在工业生产检测中具有非接触、速度快、精度合适、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有助于提高生产力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自动化。 

 

3.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图像处理技术愈发成熟，国内外企业单位研究了许多产品投入市场，并应用

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之中。 

视觉测量系统比较知名的品牌有英国的 3D Scanners 公司、德国的 Leica 公司、法国的

Kreon 公司、比利时的 Metris 公司、美国的 Perceptron 公司等，其中英国的 3D Scanner 公司是

世界上最早开发三维激光系统的公司。国内外学者在视觉测量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Boyer

和 Kak 提出彩色编码结构光主动三维测量法。Pancewicz 将提出的基于光纹投影应用于

CAD/CAM/CAE 的物体三维建模算法。德国 GOM 公司的 Atos 系列流动式光学扫描仪，利用

视觉测量定位技术和物理光栅进行投影，精度可达 0.02 mm，可自动实现不同视角点云数据的

拼接。英国的 3D Scanners 公司开发了 Reversa 型激光测头，采用单线结构光双目视觉原理实

现三维测量，每秒采样点可达 1-1.5 万个，深度测量精度为 0.01 mm。 

Boston Dynamics 是一家致力于机器人研究的公司，其创始人之一的 Marc 是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该公司创立不久后就研制出一台仿生机器人，目前 Boston Dynamics 研制的仿生

机器人已经可以像真人一样四处活动。该机器人通过液压组件来控制行动，在体内和腿部安装

许多传感器来保持平衡。这款机器人就用到了机器视觉来辅助处理任务，机器人的头部有光学

雷达和双目传感器，通过光学雷达和双目传感器获取图像信息从而进行判断。在图像识别技术

上，主要用到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这款机器人除了正常直立行走，还可以在不同场景下执

行搬运工作。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障碍，该机器人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国内许多学者也将基于线结构光测量原理的许多研究成果应用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中。清华大学的罗先波等人开发的一种基于线结构光原理的多用途传感器技术，可对腐蚀性物

体表面和移动物体进行实时和非接触三维测量，且重建结果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研究所设计的按照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原理而发明的结构光三维视觉检测方法，

不用考虑光学调整误差、视觉模型误差等相关因素对视觉检测系统测量精度所造成的误差，可

以较好克服利用一般建模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同时还能提高视觉测量系统的测量准确度。 

周富强、王晔昕、柴兴华与陈昕(2018)的研究指出目前视觉测量系统多采用的双目摄像

造价高昂，测量机的结构复杂，对工作环境要求很高，使其不能大范围普及。二维视觉采用的

单摄像机方案需要测量目标在特定平面中摄像机与测量平面之间距离固定。如美国的 Adept 机

器人装配系统，这使得传统二维视觉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本研究在传统测量方案上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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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目摄像方案，并辅以激光修正，采取多源异构传感器，保障获取信息的多样性与有效性，

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通过控制场地条件模拟不同情况下的干扰造成的影响，分析每个

硬件独立运行的结果，先排除内部干扰，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从而分析外部干扰产生的原因、

干扰的程度和干扰的来源，从而排除图像信息的噪声。 

4.1 智能识别系统硬件整体结构 

智能识别系统硬件分为 5 大模块：主控制器模块、电源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和图像

调试显示模块和方向控制模块，智能识别系统硬件整体设计框图如图 1 所示（齐彦，2021）。 

 

 

图 1： 智能识别系统模块结构框图 

 

主控制器模块采用 ST 公司推出的 32 位微控制器 STM32H743VIT6 作为智能嵌入式

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是整个系统的“大脑”，完成各项任务的分配与协调。电源模块负责提

供各子模块所需的电压，其中 STM32H743VIT6 需要 3. 3V 电压，获取图像信息的 OV7760 摄

像头供电电压为 5V，方向控制模块中的舵机是 5V 供电。图像信息采集模块采用摄像头，通

过摄像头采样和硬件二值化，将得到的数据储存在二维数组中，通过快速边缘检测识别图形，

并提取中心坐标值的偏差。 方向控制模块使用的是 SG90 舵机，该舵机转向灵活、反应速度快

且力矩较大，通过图像中心坐标与小车位置的偏差，由相应控制算法控制舵机灵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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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智能识别系统软件设计 

通过微控制器 STM32H743VIT6 获得采样图片信号，将得到的信号进行滤波，获得

图像数据。 然后通过 Canny 算子实现快速边缘检测，分析图像数据，获得被测物中心坐标，

将重心坐标与激光之间的偏差通过 PID 反馈控制，给予舵机合适的调整。 

系统软件实现的功能如下：  

1）驱动摄像头进行图像识别，测试目标数据；  

2）控制 OLED 显示屏，将测试结果显示出来； 

3）驱动舵机；  

4）按键开关控制；  

5）数据汇总做出判断。 

 

 

图 2： 系统结构流程图 

 

图 2 是智能识别系统的流程图。经过实践发现这个算法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果图形

在视野中只露出了一小半，或者是一边也就是一个半圆或者小弧形，则会导致检测失误。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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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左边界消失和右边界消失处理之后的结果并不对称，而且偏移量比较难以给定准确的数据，

这偶尔会造成舵机出现左右摇摆现象，需进一步探讨优化该算法。 

4.3 OLED 显示模块的实现 

由于系统采集数据很快，并且不能总是通过上位机确定其工作状态。所以设计了一

个 OLED 显示模块。该显示模块是利用 SPI 总线进行驱动，在启动时需要对显示模块单独进行

供电，维持电压的稳定。通过 OLED 显示模块，将处理得到的距离、形状、大小显示出来，

把识别到的物体框选出来，以便于让使用者在调试的过程中检测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若出现错误以便排查错误产生的原因，并及时调整。 

 

 

图 3： OLED显示模块 

 

4.4 Canny 算子实现快速边缘检测 

获取到图像信息后，因各种缺陷类型和无法控制的约束条件，无法使用原图像作为

参考对象。通常情况下，初始图像信息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若图像背景无杂物颜色较统一，不

影响识别主体，则很容易提取出关键信息。反之则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去除一些因光线强度，

物体材质产生的干扰。因此为了加快图像处理速度，统一采用 Canny 算子实现快速边缘检测，

对需要筛选的信息进行判断。 

Canny 算法的基准： 

第一、检测标准：不失去重要的边缘，不应有虚假的边缘； 

第二、定位标准：实际边缘与检测到的边缘位置之间的偏差最小； 

第三、单位应标准：将多个响应降低为单个边缘响应。 

在采用 Canny 算子时，通常会出现“纹状”问题。图像采集是智能识别系统的基础，

图像的采集正确与否影响后续判断的准确性，因此一定要确保采集回来的线条完整无残缺，一

般来说需要增加滤波算法，否则会导致图像识别出错（张志腾、侯涛，2018；郭铮、张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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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图 4 把原图可经过边缘处理的图像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图像线条与原图非常

相似，并且没有多余的干扰，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物体形状。 

 

 

图 4： 快速边缘检测对比图 

 

在实施 Canny 边缘检测时，需要在 Canny 函数外面执行图像降噪的过程。一般来

说，Canny 算法分为以下四步： 

1）噪声去除。 

因算子局部的不连续异常明显，某些噪声会导致边缘模糊。因此把每一变形后

的区域组成图像，并改用一般的算子，增强图像边缘。 

2）计算图像的边缘梯度。 

为了得到梯度值以及梯度角。采用 Sobel 算子，分析得到被测物二维方向的边

缘梯度。再将梯度角进行拟合。 

3）非最大梯度值点抑制 

将各点的梯度值和各点梯度角的近似值遍历，判断是否为边缘点，决定是否需

要抑制。 

4）产生边缘。 

对于强边缘的像素点确定为边缘，对于弱边缘像素，为了使图像更为精确，应

该抑制由噪声引起的弱边缘。一般来说，噪声响应不存在强边缘像素。因此，遍历该点的邻域

像素，存在强边缘像素，则为真实的边缘。 

4.5 测距 

一般来说摄像测距方法有双目摄像头测距、激光测距等，因为本课题使用的是单目

摄像头，若要计算照片中的被测物到相机的距离，可以利用相似三角形方法，来实现摄像头测

距的任务。选取好参照物之后，需要测量出图像中实际物体的大小。图像中被测物的像素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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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算法处理得到，然后利用相似三角形原理计算出相机的焦距，对比参照物的实际大小来计算

距离，达到实现测距的目的。 

 

 

图 5： 计算物体的摄像头所拍与实际物体大小关系 

 

根据图 5 中图像中可以得到摄像头观测大小的关系为： 

 

( )
'2

tan
L

Apix
a =

 （1） 

 

( )
'2

tan
L

Bpix
b =

 （2） 

进而推算得到 

 

( )
( ) Bpix

Apix

b

a
=

tan

tan

 （3） 

应用相似三角形原理得到计算物体到相机的距离的公式： 

 

( )
Lm

Rm
b =t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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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3）式，可以得到结论公式： 

 ( )a

ApixRm
BpixLm

tan

*
* =

 （5） 

其中𝐿𝑚是被测物距离焦点的距离，𝑅𝑚是被测物的半径，𝐴𝑝𝑖𝑥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固

定像素值，𝐵𝑝𝑖𝑥是摄像头中被测物显示的像素大小，𝑎取图像最大视角的一半。 

观察上述公式，我们可以看出被测物大小与图片中像素多少成反比关系，即： 

 直径的像素

一个常数
距离 =

 （6） 

将物体和摄像头设置间距随意设置为一个整数，输出该半径的像素值，相乘即可得

到此常数的值。 

4.6 物体尺寸 

参考物体显示的越大，被测物体离摄像头越远。利用近小远大原理，测量参考物体

在一定距离下采集到的像素点数目，得到测量物体的尺寸大小 

由式（6）可知当目标选择为圆形，显示直径为： 

 Rm*2d =  （7） 

实际物体半径为： 

 

( )
Apix

aBpixLm
Rm

tan**
=

 （8） 

若目标选择矩形，则目标物体的尺寸为： 

 点长（高）度方向的像素一个常数长（高） *=  （9） 

 宽度方向的像素点一个常数宽 *=   （10） 

4.7 PID 控制 

理想状态下，设置的输出值与实际输出结果应该一致，但因为电子器件生产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微小的误差，当这些器件组成一个整体，误差产生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了。尤

其是在舵机转动方面更加明显，设置转动 90°，实际结果可能是 80°或 100°，因为这小小

的误差，识别的主体可能只能采集一半。为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需要对误差进行修正，

采用 PID 控制以此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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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控制系统都要确保能够稳定、快速、准确的执行所需要的命令，PID 的任务就

是调节实际输出与理想输出之间的偏差，从而确保系统的准确性。通过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相互配合，可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黄志强，2011；蔡栩嘉、刘海刚、陈冠成、李勇祥、庄

越，2018）。 

 

 

图 6： PID反馈控制 

 

1）比例环节 

成比例地反映输出的偏差信号，一旦产生偏差，控制器立即作用。但若仅有比

例控制，系统输出将存在 Steady-state error，P 参数作用越强，消除误差的能力也越强，因此

会出现来回震荡的表现，这是因为参数过大，修正的输出值达不到精度要求，一直存在偏差，

所以比例控制通常和其他控制一起使用。 

2）积分环节 

比例作用的输出与误差的大小成正比。误差为零，输出就为零。但一般来说，

单独的比例作用下误差为零的概率太小，不可能完全消除误差。因此，引入积分控制，使参数

持续小幅度变化。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控制的灵敏性，也极大可能的降低了误差存在的概率。 

3）微分环节 

事后调节，对动态来说肯定是有差的。若在系统引入一个预先修正，可以帮助

我们提高控制器的性能。不仅可以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还能减少校准时间，提高控制精度。 

4.8 点特征检测：SIFT 

实验中需要判别足球、篮球与排球，在判断球类品种时，采用了特征值算法，具体

通过选择球上面的花纹，例如篮球上独特的花纹，足球上面的六边形皮革等特征，多点采样，

每个待测物品由于表面花纹的差异，所采集的特征值的点数目不一样，通过这些特征点的差异，

可以实现对球类的精准识别。 

王博、管永红与刘洋（2021）的研究指出 Sift 算法计算出来的特征点具有代表性，

不会因为外界干扰而变换，具有极高的稳定性。Sift 通过提取物体的特征点，在尺度空间寻找

极值点，并且从中提取坐标，大小等关键信息。Sift 的应用场景非常广阔，包括但不限于物体

辨别、拼接、手势识别。Sift 算法识别的过程流程图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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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SIFT点特征检测 

 

SIFT 算法的特点： 

1.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2. 独特性，信息量大，从大量的数据中进行筛选，代表性强，速度快，效率高； 

3.  多量性，避免了数据单一造成的干扰，即少量的物体也会有丰富的特征向量； 

4.  较强的扩展性，任何特征向量之间可以进行联合。 

图 8 是图像经过 SIFT 算法识别特征点的过程，先进行尺度空间构建，在尺度空间

内进行空间极值点检测，计算得到稳定关键点的精确定位，依据关键点的携带信息进行方向信

息分配，从而得到关键点描述，最后进行特征点匹配，特征点匹配的过程就是识别的过程。当

欧式距离小于设定的阈值时，就说明匹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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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IFT点特征检测示例 

 

5. 研究结果 

本课题使用 ST 公司旗下的 32 位 H7 系列处理器 STM32H743VIT6 作为处理单元，完成

图像信息的采集，数据的收发，并统领各项任务的调配与兼容。图像信息采集模块采用

OV7760，通过采样、灰度值计算和二值化，将得到的数据储存在 Flash 中，利用 Canny 算子

快速边缘检测识别被测物轮廓，以提取被测物中心坐标值与激光点的偏差。方向控制模块使用

的是 SG90 舵机，该舵机转向灵活、反应速度快且力矩较大，通过计算图像中心坐标与激光中

心的偏差，由相应控制算法控制舵机灵活调整。智能识别系统如图 9 至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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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智能识别系统展示（正面） 

 

 

图 10： 智能识别系统展示（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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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智能识别系统展示（背面） 

 

经过模拟使用场景进行测试，达到以下目标： 

1）对于规则形状的某平面物体，将被测物放置在白色正方形背景板的中心线位置，通

过采集被测物的颜色阈值，在图像中筛选出该被测物，对图像进行快速边缘检测处理，以此判

断被测物的几何形状。并将计算得到的被测物的几何中心、被测物尺寸和目标与测量头的距离

显示在 OLED 屏上，每次测量完成都会有蜂鸣器和灯光提醒，提示测量完成可以继续操作，

并通过串口向上位机显示实时帧率，以及系统的运行情况。 

2）自动寻找目标测量：将被测物放置在摄像头视野范围内的任意一个位置，摄像头通

过判断激光坐标与识别到的被测物中心距离，得到一个偏差值，并通过 PID 反馈控制系统迅

速进行调整，使得被测物处于图像的中心位置，并显示调整的距离以及调整花费的时间。 

3）立体目标测量：任意挑选几个被测物，识别被测物的特征值并保存在 SD 卡中，并

且通过上位机对每个被测物进行标号，当在测试别到该物体的时候，就能从 SD 卡提取相似的

特征值，判断每个标号对应的物体，并通过上位机和 OLED 屏显示出来。若没有相似的特征

值，系统就会返回询问是否需要储存该特征值并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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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智能识别系统定点测量（圆形） 

 

 

图 13： 智能识别系统定点测量（矩形） 

 

  

图 14： 测量结果（圆形） 图 15：测量结果（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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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智能识别系统定点测量（三角形） 

 

 

图 17： 测量结果（三角形） 

 

6. 讨论  

在本次研究中，被测物材质以及外界光源强弱会影响图像采集的质量，颜色的阈值在

光线强度影响下有所改变，导致识别图形精度不高。系统工作时，图像帧数略低，是系统存在

太多的调用以及延时，拖慢了处理器运行。 

取相同物体于不同环境下测量，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对形状识别的误差率在 10%左右，

对距离识别的误差在 2%左右。对形状识别的误差主要在于快速边缘检测之后，得到的线条会

有所失真，并且程序对形状判断的条件比较苛刻，从而造成了无法识别或者误识别。 

解决方案是取不同时段采集的阈值，使系统能精准地提取图像信息，并采用对寄存器操

作的方式，减少函数调用的堆栈，调整形状判断条件。改善方案后，形状识别的误差下降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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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传统获取高精度的目标深度信息常采用激光雷达实现，但因其价格昂贵，常用于技术

测试阶段。本研究采用的单目摄像头方案价格低廉、响应速度快、信息精度高、获取内容丰富，

可以有效克服一些传感器的诸多不足。并用最小二乘法对镜头多于观察数据进行处理，进一步

提高测量精度。但该方案，无法获取物体的三维坐标，因此识别计算得到的距离仅仅是物体表

面到摄像机之间的距离，可以添加雷达或者采用双目方案提高识别精度，获得更为全面的三维

信息。由于只是简单地进行快速边缘检测，所以在一些背景较为复杂的场景，识别结果有所偏

差。另外，因为进行了大量的算法计算和 PID 控制，图像刷新率仅在可接受范围内，需要进

一步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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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由于各个学习场所的资源有限，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导致图书馆

学习资源紧张，同时有限的资源还存在不良的占座现象，严重影响了广大师生的利益。为了解

决这一现象，实现方便师生与管理员，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设计出图书馆占座系统。因为计算

机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能力的提高，利用 SSM 框架技术设计出方便用户的 Web 页

面，再用以树莓派为核心的视频监控和 OpenCV 进行人脸识别技术，以及动态人脸轮廓检测算

法分析拍摄的动态视频，将结果实时反馈给系统，系统根据结果和用户的需求来实现图书馆资

源的合理利用。 

 

关键词：深度学习  SSM 框架  Open CV 人脸识别  树莓派 

 

Abstract  

At present, 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each learning place, it can not meet the increasing 

learning needs of people. It leads to a shortage of learning resources in the library. At the same time, 

the limited resources also have a bad occupancy phenomenon,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interes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realize the convenienc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dministrators,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design a library seat system.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ing power, we use 

SSM framework technology to design a user-friendly web page and then use raspberry pie as the core 

of video monitoring and OpenCV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dynamic face contour 

detection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 captured dynamic video, and feedback the results to the system in 

real-time. The system can monitor the dynamic video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d the needs of users 

Realize the rational use of library resources. 

 

Keywords: Deep learning, SSM framework, OpenCV human recognition, Dynamic human contour 

detection algorithm, Library occupancy 

mailto:118119604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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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图书馆是教育机构或政府为想学习，想拓宽视野的人，提供的在馆内阅读书籍报刊，查

阅资料的专门场所，种类数量丰厚的藏书，能够为学习的人提供大量的资源。宽敞、舒适的学

习环境，浓厚的学习气氛更是吸引着大量努力学习的人，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学习场所；但是作

为一个公共场所,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学生进出，由于每个人的行为习惯或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

导致一系列不良的现象。其中对师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占座。占座现象是由图书馆馆舍条件、管

理模式、服务模式等多种因素综合制约而造成的读者恶性竞争有限座位资源的结果。由于座位

数量的有限，特别是各种考试时期，大多数同学选择早起占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座位被占以

后会有人来学习，这样浪费公共资源的恶意占座现象在各个图书馆屡见不鲜。 

建立一个图书馆占座系统可以为学校处理和解决图书馆占位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和解

决方案。就现状而言，网上图书馆占座系统名目繁多，但最终使用效果却不理想，频繁使用扫

码技术来达到入座，离座，预约等效果，过于繁杂。相比之下，人体识别技术中被广泛采用的

区域特征是分析算法，它融合了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与生物统计学原理于一体，利用计算机图

像处理技术从视频中提取人像特征点，利用生物统计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即人体特

征模板。脸部的检测定位，以及人体轮廓识别技术是人脸分析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基

于动态视频的人体识别技术更是有多篇论文发表，各种技术层出不穷。 

 

研究目的 

出于对广大师生和管理员的利益，本文提出利用基于人脸识别的动态视频分析图书馆占

座系统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不仅解决了恶意占座现象，使占座成为一种文明高效的定座，为

学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图书馆学习环境，同时还能节约找座位的工夫，使之更合理地运用图书

馆自习室资源。更有利于管理员对图书馆的实时现状了解，做好管理工作。通过科学的动态分

析，以及学生自主预约判断座位是否真实有人。如座位无人被预约，预约者发现座位上有占座

物品，可拿走交给管理员或放置在规定位置。 

决定这个系统准确判断的关键环节在透彻掌握图像处理技术，以及结合树莓派人脸识别

技术，对摄像头拍摄的动态视频中的人脸轮廓进行简单识别从而判断座位上是否有人。优化图

像处理技术，传统的识别方法采用的是手工提取特征，而深度学习通过电脑自主学习低层次特

征，从而推导出高层次的特征，将人从手工提取中解放出来，同时减少了时间浪费。本（汪小

艺,王珺,魏志强, & 郑英,2021） 

系统将人脸识别技术用于摄像监控上，通过计算机处理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图书馆环境。 

 

文献综述 

创造一个图书馆占座系统可以为学校处理图书馆占座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解

决方法。就现状而言，网上图书馆占座系统名目繁多，但最终使用效果却不理想，频繁使用扫

码技术来达到入座，离座，预约等效果，过于繁杂。 

图书馆选座系统，能实时观测检测图书馆座位是否有人，并将数据上传至对应网页端，

可远程在线管理，查看占座情况，并可通过系统实现预约，保留等操作，让占座管理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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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上传相关咨讯或新闻，让同学们更方便了解校内事实和学业新闻，管理员能够通过

后台进行充分的操作管理和观察，方便了管理的同时还能实时了解学生自习情况。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是实证研究法，这是科学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基于学习过的 Mysql 数据库

技术和网页设计，能够利用 SSM 框架技术来开发出适合的 web 网页。再应用树莓派的同时，

结合 Opencv 完成人脸识别技术。为了对图书馆座位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管理，设计一个基于人

脸识别的图书馆占座系统。使用已学的技术，结合现成的硬件条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完善

设计。 

 

研究结果 

系统网页总体设计 

图书馆占座系统使用的是 SSM 框架。SSM 框架是由 spring MVC，spring 和 Mybatis 框

架结合整理而成的一种全新框架，同时也是一种标准化的 MVC 系统模式。具体 SSM 框架工作

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SSM 框架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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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pringMVC 时客户端发送请求到前端控制器（分发器）；由前端控制器找出其控制

器的映射，查找解决请求问题的控制器地址；控制器利用其自身的业务逻辑能力处理后，再返

回到 ModelAndView；接着前置控制器查找视图解析器，找到 ModelAndView 指定的视图后；

视图将结果反馈到客户端。运用 mybatis 对 jdbc 进行封装处理，mybatis 的作用就是将对 jdbc

的操作变得简单通透。所有 mybatis 的操作程序都是通过实际结合 sqlSessionFactory 的案例得到

的。mybatis 运用配置文件，将所有 Mapper 文件中的实体类进行串联，同时在各个 Mapper 文

件中搭配了各类运行时，需要对数据库的 sql 语句映射。在所有的数据库交互过程中，执行 sql

命令的前提是，在利用 sqlSessionFactory 得到一个 sqlSession 数据后。（陈钊,2021） 

使用 SSM 框架技术来实现面向接口编程，从技术上保障了软件的可靠性，能够降低系

统的维护成本。图书馆占座系统所涉及的数据量巨大，因此对性能的要求较高，而采用 SSM 中

的 MyBatis 数据持久层框架，相对而言会更加有利于对系统的维护与拓展。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当用户进入到系统中，可以对本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修改，选择想要学习的教室、查看当

前教室的座位使用情况状况并进行选座，选座后也可退座，同时可以对管理员进行留言，对希

望的教室进行求座。管理员有管理教室、管理学生和系统管理三个选项，在管理教室中，管理

员可以添加教室以及对教室座位的使用情况进行查看、修改座位信息和释放违规用户的座位；

在管理学生中，管理员能够查看学生用户的资料和状态，也能进行修改以及对学生的信用进行

管理。在系统管理中可以对管理员用户进行添加和查询、密码修改以及友情连接的添加与查询。

（陈江艳, & 权浪,2020）选座流程及管理说明界面如图 2 所示： 

 

图 2：选座流程及管理说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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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模块流程设计 

人脸识别系统是由树莓派、显示屏模块和检测模块等组成，能够通过拍照采集，然后和

将照片转换格式上传至百度云，与百度云人脸库中的人进行对比检测，从而实现人脸识别功能。

如果检测不到会等待三秒进入下一次，并做出提醒。 

 

图 3：人脸识别程序流程图 

 

系统开发环境 

系统：Win10，后台技术选型：IntelliJ IDEA 2019.3.5 x64 , Navicat Premium 15 , 数据库

选型： Mysql（5.7 及以上版本）前台选型 Html+Jsp+jQuery+Javascript 开发工具选型：Eclipse、

Navicat、tomcat7、jdk8。 

在整个系统开发中，选择当下流行且使用方便的 SSM 框架技术作为后太开发技术。作

为高校使用的系统来说，使用 Mysql 数据库完全能够适应日常的需要。Mysql 数据库具有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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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其执行速度很快，且极少情况下出现宕机现象。Mysql 数据的可容性较强，可以在多种

系统平台上运转。（杨峰,唐华,毛昀, & 袁勇,刘文,2020）它开源与提供免费的版本能够大大减

少客户的开发成本，更加适合高校使用。相较于其他数据库，Mysql 拥有相对悠久的历史和活

跃的社区，遇到问题能够自行查询解决。 

 

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设计 

树莓派技术 

本系统采用的是更新过硬件配置的树莓派 4B，它是世界上正式出售的台式机，形状只

有信用卡大小，却能执行和普通台式机相同的功能。4B 将 4 个 USB 接口中的两个接口升级，

这样既可以使用最新的 USB 功能也能够支持旧版本的 USB 功能，兼容性更加强大。这项升级

能够使视频处理更清晰，使得结果更加准确。供电接口则是 5V 的 USB-TypeC。（兰鸽, & 刘

文平,2021）本着能够有效处理视屏图像的原则，我们选择的是 4GB 的 ARM 配置。高强度的图

像处理避免不了机器的高温，这时我们选择一个能够有效降温的金属外套壳。 

本文同时选择建立 AP 模式-WiFi 基站。无线调试可以使用 creat_ap 工具，安装完成后

只需要加一些依赖包即可实现功能，最后安装 OpenCV 即可。安装完成后库函数会自动添加到

系统目录下。使用 OpenCV 中的人脸轮廓检测算法可以进行对图书馆座位上是否有人判断。 

系统会对捕捉到的图片进行预处理，这样能减少识别图片的时间，优化计算，提高系统

处理的效率。在传统的方法中，先将图片进行灰度化处理，即将彩色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颜色

变量设置为相同，然后进行压缩处理，减少图像大小，最后通过直方图进行均衡化处理。经过

预先处理的图片能够减少色彩对图像的影响，增加了图片的对比度，能够减少后续人脸识别的

工作量。 

AdaBoost 算法 

Adaboost 算法属于迭代算法，其核心在于训练同一个训练集中的弱分类器，然后将这些

弱分类器整合，形成一个性能更强的强分类器。 AdaBoost 的全称是“Adaptive Boosting”（自适

应增强）。 (李妹,2020)所谓“自适应”，即分类器在分类过程中，如果被正确分类，其样本权值

会减小，反之则会增大，正确分类后还将被用来训练下一个分类器。像这样，在每一次迭代过

程中，都会引进一个新的弱分类器。当达到预先设定的迭代次数，或最小错误率时，迭代停止，

得到最终的强分类器。 

算法流程： 

（1）第一步，对所需训练数据进行初始化处理，使其初始权值为 D1。现设训练样本数

据为 N 个，且每个的初始权值都为 1/N。 

（2）第二步，训练弱分类器。训练流程如下：如果某个训练样本被弱分类器正确分类，

其样本权值会减小，反之则会增大。权值变化过的样本在下一个训练中被再度利用，如此反复

循环迭代进行下去。 

（3）第三步，将迭代得到的弱分类器整合为一个强分类器。在完成对弱分类器的训练

后，按照需要其在最终的分类函数中影响力的大小而改变其权重，影响力大则加大分类误差率

小的弱分类器的权重，影响力小则降低分类误差率大的弱分类器的权重。（龚华堂,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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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界面实现图  

网页端口登陆界面  

 

 

图 4：网页端登录界面 

 

如图 4 所示为 WEB 端口登录界面，用户注册账号后，分别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进

入首页界面，对该图书馆占座系统开始运用。登录成功后自动生成学生端口和管理员端口，学

生端的用户名为学号，教师端的用户名为分配的教室账号。 

首页界面  

如图 5 所示为网页端首页。首页可以查看网站基本介绍、站内新闻以及教室资讯等，同

时通过首页的导航栏，可以直达各个界面实现选座、联系管理员、修改个人信息等操作 

 

  

图 5： 网页端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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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端  

学生端信息界面 

 

 

图 6：学生信息界面 

 

如图 6 所示是学生端信息界面。学生登录之后可以通过学生信息栏完善自身的信息，包

括身份认证等。 

学生选座界面 

如图 7 所示为学生选座界面。点击教室信息，输入需要查询的教室名称，点击查询，学

生可以知道教室座位使用状况，同时可以对空座位进行线上预选。 

 

 

图 7：学生选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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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端 

管理员教室信息查询界面 

如图 8 所示为教室信息查询界面。管理员通过点击左侧的教室管理按键进入教室管理界

面，教室管理分为教室查询和教室添加两个部分。管理员可以在此界面查询各个教室的座位信

息等。 

 

 

图 8：教室信息查询界面 

 

管理员座位信息管理界面 

如图 9 为座位信息管理界面。管理员通过点击左侧座位状态进入信息管理界面，在右侧

可以直接看见教室中是座位具体信息，同时通过右侧操作栏可以对座位信息进行编辑。 

 

 

图 9：座位信息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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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的实现 

实物图 

基于树莓派搭建的人脸识别系统实物图如下。 

 

 

图 10：硬件系统实物图 

 

系统图 

本项目主要采用百度智能云在线人脸识别在树莓派 raspberry pi 4B 上进行数据的转发，

从而实现云端的高进度精度人脸识别。先将自己近期的清晰照片存放到百度云上，接着在树莓

派系统中安装 python 程序，进行代码调用，再用摄像头进行截取照片，上传到百度云中，进行

人脸识别对比。（史远航, 饶欣宇, 解佳坤,李芒, & 佟宽章,2021） 

人脸识别准备中，并检测相似度： 

 

 

图 11:人脸识别准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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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人脸识别界面 

 

图像处理，捕捉特征脸： 

 

 

图 13:捕捉特征脸 

 

人脸识别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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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人脸识别效果图 

 

总结 

本文针对图书馆无序占座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设计了可以便利用户以及管理员的基于

人脸识别的图书馆占座系统。本系统对图书馆座位资源的科学合理的利用和维持秩序提出了合

理的解决办法。目标用户通过设计的网页来登录本系统，向系统提出自己的选座位申请，等待

系统进行反馈。通过使用树莓派对摄像头传来的视频图像进行人脸识别，用动态人脸轮廓检测

算法分析拍摄的动态视频，将结果实时反馈给系统，系统根据结果和用户的需求来实现公共资

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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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FLOWER-BASED INTEGRATED FLOWER-GROWING SYSTEM 

 

方家辉 1*, 徐平平 2 

 Jiahui Fang1*, Pingping Xu2 

   
1,2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1,2College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350348996@qq.com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城市化脚步加快, 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高楼大厦遍地开花, 绿色美

景愈发减少，人们越来越渴望拥有一个自然和谐、舒适安宁的绿色环境,而林园昂贵的花卉养

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园林种植花草不仅对城市的空气有一定的净化作用，而且对身心健康

有极大的好处，使生活更加愉悦美好。在现代的养花工作需要麻烦的操作，本文系统利用了

SnowBoy 语音引擎，轻松语音控制花盆；智能追光系统，花盆全方面受光；AI 识别，轻松得

知花卉信息；空气质量检测，拥有良好环境；遮雨，遮光，防止外来因素影响；现在的人工智

能模块在照料植物方面的应用是非常多的，但是基于智能的功能模块的使用还不够多、不够全

面，大部分只是一些简单的浇水系统而已。这样并不能满足植物的最大需求，也不能把植物的

生存率提到最高。人工智能这时就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利用人工智能，把所消耗的财力和物

力降到最小，同时把植物的价值提到最高，为更多的用户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 

 

关键词： 树莓派  智能追光系统  语音控制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urbanization is speeding up,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i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high-rise buildings are blossoming everywhere, and green scenery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eager to have a natural, harmonious, comfortable, and 

peaceful green environment, and the expensive flowers and plants in the forest garden make all this 

possible. Gardening flowers and plants not only purify the air of the city but also has great benefits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king life more pleasant and beautiful. In modern flower work needs a 

troublesome operation, this paper system uses Snowboy voice engine, easy voice control flowerpot; 

Intelligent light tracing system, all aspects of the flowerpot light; AI recognition, easy to learn the 

flower information; Air quality detection, with a good environment; Shading rain, shading, to prevent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Now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ule in plant care is 

very much, but the use of intelligence-based function module is not enough,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some simple watering system. This does not meet the maximum needs 

of the plant, nor does it maximize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pla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nsumption of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a minimum, while the value of plants to the highest, for more users to create a green and 

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Raspberry Pi, Smart Follow system, Voic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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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社会，植物的养植方式基本为放置于野外，依靠植物的自然生长。但对于昂贵

的植物采用传统的照料方法，这样的操作会导致了花卉在养殖中慢性凋谢。养护者的技能和技

术不够熟练，无法对花卉的生长环境因素做到最佳的分析与处理，难以保证花卉的生长质量，

将导致植物园林的财务大量流失。有时由于天气情况或人为因素等对植物的生长造成影响，人

工照料不全面、不到位和不正确等，这些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慢性损失。为了减少园林的损失

和工人的数量，提高植物的质量，让更多人去了解植物的特性，在园林上利用护花系统去提高

照料的质量已成必然趋势。并且现如今的花盆功能基本都是静态的养殖，受环境因素影响极大，

难以提供合适的花卉养殖环境，则需要将植物周围的环境自动调节到最佳，同时人也可以调节

花卉的环境。因现代养殖系统不够完善，为了进一步提高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系统，

观测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李成阳, 左湘文, 徐峰, 荀家宝, & 陈伟军, 2021)，则需要设计一

个智能养殖系统改变现有的养殖条件。 

 

研究目的  

研究全能性、科学性和精准性的养花系统。在照料花的过程中实现到光、水和空气的

主要因素。对水的比例控制、光照的照射和环境气体的检测，从这些实现了更全面的照料。对

于大型昂贵植物养植，能减少人工劳动力、节约能源、对植物生长状态做出更加科学化的照

料，减少财力，并且以节约能源为前提，给予植物所需的湿度，温度和土壤、光照等条件，便

于植物更好的生长。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科研技术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综合国力与国际地

位也在不断提高。国家曾提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于以前，国家搞科研，现在重视了

国家绿化，所以科研和绿化的结合异常重要，利用科技去改变绿化。 

 本文对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式养花系统进行研究，实现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检测系统。

该调节水的比例，使花卉不会在水分过少或过多的情况下。在光的采集也是得到全方面的照顾，

使花的每一部位都受到阳光的照射，还利用远程操控去照料花卉。观赏者可语音控制花卉养殖，

语音获取花卉生长状况。 

 

研究方法  

现存在的养花系统方法存在很多种，大类为人工定时灌溉法和营养液养殖法。 

人工定时灌溉法 

定时灌溉，是每天一定的时间去对植物进行浇水，在这种灌溉一般为喷洒式浇水，水

量要求高。并且对植物进行分块的灌溉，这种灌溉有一定的规律性。 

营养液养植法 

营养液养植法，这个方法是对于植物的根部进行充足的照料。营养液含有的是大量的

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有着一定的帮助。对于植物的根部是整个植物吸收有机

物最好的部位，营养液所提供的有机物会被根部缓慢吸收。营养液的使用期限长久，可对植物

长久的提供。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118 

研究结果  

由于现代养殖花卉技术不成熟，生长环境苛刻和 人工养殖成本较低，因此基于人工智

能的一体式养花系统针对花卉的健康养殖设计，根据花卉需要的养殖条件，系统针对阳光、水

分和空气质量三大环境因素来设计。对阳光的环境，系统设计了追光功能、遮光功能和补光功

能；对水分的环境，系统设计了自动浇水功能和遮雨功能；对空气的环境，系统设计了空气质

量检测功能。考虑到了工人的维护阶段，通过 Web 和 APP 查看花卉的品种、花卉的环境量和

远程补水和补光操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降低了成本。让养花贴近于生活日常，系统添加了

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可语音控制浇水和补光。 

系统设计 

系统分为物理层、网络层和服务层，系统的数据流是硬件设备上传到服务器，服务器

传送到云端，云端再传送数据到 APP 和 Web 端显示。 

图 1 为系统框架图； 

 

 

图 1 系统框架 

 

物理硬件层：单片机、传感器、等硬件设施的连接、通信使其构成完整的系统。 

网络层：将物理层发送的数据进行发布、订阅，通过 MQTT 协议传输给服务器。 

服务层：接收网络层传送的数据，服务器将数据传送到 APP 和 Web 端，相反，数据也

可发布到服务器上，进行远程操控功能。 

如图 2 系统设计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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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设计流程框图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的硬件设计主要是两大主控 Arduino MEGA2560 和 Rasperry Pi 相互联动去操作各

个传感器、电机和数据上云。 

Arduino MEGA2560 和 Rasperry Pi 单板计算机 

系统采用的是 Arduino MEGA2560 为主控制器，具有 256KB 的片上内存和更多 I/O 口

与更大运算储存空间。它包含了 54 个数字输入输出口(其中 14 个可以作为 PWM 输出),16 个模

拟输入口,4 个串口(硬件串口),同时含有一个 USB 连接头，一个电源插孔，一个 ICSP 接口,一

个复位按键等支持主控器运行的最小系统,（黄思博,潘良辰, & 储健, 2014）。I/O 口的工作电

压达到了 5v 以下，而且每个 I/O 都拥有过压保护。 

系统的 Rasperry Pi 为 Liunx 单板计算机，树莓派 3B+板上集成有 wifi 无线网卡,内核为

Cortex-A 系列，拥有 1G 的片上内存，2 个 USB2.0 接口和 2 个 USB3.0 接口，以太网接口可达

到千兆级，WIFI模组支持 2.4GHz 和 5GHz 双频。WIFI 模组和以太网接口都可连接网络通

信。 Raspberry Pi 支持 Python 3.7 和 C 语言的编写。 

MG995 180 度舵机 

系统采用 MG995 舵机可自由转动 180°的数字舵机，系统上舵机进行追光、遮光和遮雨

功能，控制舵机角度由 Arduino 传送 PWM 波行到舵机，舵机接受到 PWM 波的占空比进行分

析，分析占空比以周期为 20ms，输入信号脉冲持续 0.5ms 至 2.5ms 之间，对应舵机输出转角

0°至 180°之间。 

烟雾传感器 

系统对空气检测采用了 MQ-2 传感器，该传感器可检测出甲烷气体、天然气气体等，

而且传感器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可靠的稳定性和快速的响应恢复特性。（孙正卫,张正华,张

荣蜀,王晓天,& 王靖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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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雨滴传感器 

系统利用了雨滴传感器去检测雨水量的大小和水池内的水量，传感器上的 AO模

拟输出，Arduino 接收到模拟量进行 AD 转换，最后系统得到滴在传感器上的雨量大小和水池

的水位高度。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总体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分别为两端所使用的功能。 

位机的功能设计 

护花系统下位机核心以树莓派主控板，并且也带有语音系统和 AI 识别。使用 Arduino

可以读取不同传感器的各个数据，与摆动舵机寻找花盆最佳方位，可以智能的根据不同传感器

传回的数据做出加水、自动补光、遮光，等响应的操作；用户也可通过 Web 端和 APP 使智能

花盆执行相应的操作,（杨吉云,徐乾淏,沈莲, & 章晓敏, 2019）。并能够将已获取的传感器数据

回传到上位机存储进服务器数据库。如图 3 下位机功能构造图。 

 

 

图 3 下位机功能构造图 

 

上位机的功能设计 

在 Web 和 APP 上连接和控制，在接收数据时，通过 15 秒后下位机上传数据，获取盆

栽生长环境的各项数据，系统也随着分析数据。在发送数据时，则去控制补水、补光、自动

化。如图 4 上位机的功能构造图。 

 

 

图4 上位机的功能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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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识别模块 

系统的 AI 识别是通过调用百度 API来识别，并且识别的步骤如下： 

⚫ 图像数据采集 

⚫ 数据预处理 

⚫ 网络搭建 

⚫ 网络训练 

⚫ 结果与评价 

AI 识别模块中，该系统调用了百度云的 API，使用了百度云的数据库，再利用了

YOLO 的技术进行对比筛选对比，对比出相似度最高的品种，然后读取出里面的信息。调用了

API 接收了数据，平台接收到了全部的信息，然后通过正则法则筛选出重要信息花的品种。如

图 5AI 识别流程图。 

 

 

图 5 AI 识别流程图 

 

智能语音系统 

在智能语音中，采用 Snowboy 语音引擎。实时监听唤醒词，根据唤醒词种类响应不同

的操作，使养殖与花卉观赏更加方便。图 6 为语音处理流程图。 

 

 

图 6 语音处理流程图 

 

智能语音系统包括两个阶段:训练阶段和识别阶段。通过语音识别，系统接收到语音的

命令然后识别出音色是否符合。训练阶段所做的操作是采集许多的语音音色, 经过不断地处理

和提取后得到最合适参数, 最后通过合适的参数建立数学模型来达到建立训练语音的参考模型

库的目的。而识别阶段所做的主要操作就是将输入语音的合适参数和参考模型库中的参考模型

进行类似的度量比较, 然后把相似度的度最高的输入语音数据作为识别结果输出。（苏鹏, 周风

余, & 陈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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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浇水系统 

自动浇水模块通过监测土壤的湿度，并计算花盆土壤合适的需求量，控制水泵同时判

断是否需向花盆提供水量。实现量一体化的概念。在提供水泵抽水的水池有水位检测功能，水

位检测模块将模拟量通过 AD 转换为数字量传送到 Arduino 上，如果 Arduino 检测接收到的数

字量低于 5cm，警报响应，系统提醒向水池供水。图 7 自动浇水流程图. 

 

 
图 1 自动浇水流程图 

 

智能追光系统 

该系统追光模块设计流程图。光传感模块中的四个光敏电阻分别, 输出电压经过 ADC

模块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 Arduino。Arduino 对数据进行处理,判断数据决定是否输出控制信

号给追最合适的光进行舵机驱动, 启动舵机追光。图 8 为追光硬件流程图。 

 

 
 

图 8 追光硬件流程 

 

遮雨，遮光系统 

花卉在户外养殖时，暴雨来临花卉会遭到一定的破坏，并且花盆中的水量过大和雨水

的冲击力影响花卉的生长。在防暴雨中使用了雨滴传感器配合 12V 的 180°舵机，雨滴传感器

收集模拟量发送到 Arduino，Arduino 将接收到的模拟量通过 AD 转换，系统检测 AD 转换的数

据超出设定范围时，系统进入积分计算，计算出雨滴传感器上面的雨水量，判断该天气环境是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123 

否对植物照成影响，如果天气为暴雨或雨水量大，舵机转动 50°控制挡板，对花卉进行有效的

遮雨。如图 8 遮雨，遮光二维云台结构图。 

 

 
 

图8 遮雨，遮光二维云台结构图 

 

花卉对光的条件极其严厉，花卉不能在阳光过大的地方成长，影响花卉的健康。系统

通过遮光功能，避免花卉受到强光影响。系统收集 LSD5506 光敏电阻的数据，在太阳光照射

时，其电阻值分别为：36.8 欧姆和 40.9 欧姆；在太阳光没有照射到时，阻值分别为 5.2 欧姆

到 50.6 欧姆之间。系统采集光敏电阻的模拟量，如果系统检测采集光敏电阻的数值达到了光

照的期望值，舵机转动 50°控制挡板，对花卉进行有效的遮光。图 9 为遮雨，遮光流程图。 

 

 
 

图 9 遮雨、遮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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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检测系统 

花卉不停的在做呼吸运动，所以花卉生存的环境中空气极其重要，在空气中残留有毒

气体，对花卉有一定的影响，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甚至造成花卉的凋谢。对于这一方面考虑，

设计了空气质量检测系统，（鲍建, 凌志浩, & 范自道, 2014），系统采用了 MQ-2 气体传感器

去检测空气质量，系统检测到的有毒气体浓度值转换为电压信号后传送到 AD 管脚，AD 管脚

将送入的电压转换成 0 至 3.3V 的数字量传送至 Arduino，当系统检测电压值达到 3.0v 时，警

报响应，Arduino 发送 PWM 波到达 L298，进而控制有刷电机转动速度。 

Arduino 和 Linux 系统的安全通信 

在 Arduino 与 Linux 进行数据传输时，我们利用的是串口通信，一帧一帧的传输，并且

系统在每一帧数据的第八位开启了校验位，使数据在传输时，不丢失，不跳接，做到准确接收

到数据。使传感器的信息和一些命令能够准确的传输。在双机联机的通信时，采用的是 Json

语言来编写传输的格式。如图 10 通信字符帧。 

 

 
 

图 10 通信字符帧 

 

PID 算法 

系统设计了参数自整定 PID 调控方法,康凯,袁洪波,肖雪朋,赵努东, 和 程曼(2022）该算

法用于计算传感器得出的数据和舵机转动的角度都得到精确的数据，通过光的数据的采集，再

通过积分、微分和比例去算出了传感器的数据，得到了花盆最理想的位置，保证了延时和误差

小，从而大大的提高了阳光的摄入量。 

 

系统界面实现 

系统主界面设计  

用户进入系统主界面，系统主界面是分析各传感器的数据的曲线图，从而得知了花盆

的环境，也可观察了之前花盆的历史数据，更好的增加了用户对花盆的可视化。图 11 为 Web

端主页面效果图。 

 

 
 

图 11 Web 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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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更新预览和控制 

图 11 为实时不断更新数据，每隔 15 秒更新一次数据刷新，可得到一定花盆现有的环

境量。在远程控制方面有 LED 灯补光、自动化系统和浇水系统，而且这个自动化系统循环检

测花卉周围的环境量，并做出一系列调节周边环境量的操作。如图 12 实时预览和控制界面。 

 

 
 

图 12 实时预览和控制界面 

 

用户设备显示  

通过该界面可以得到用户设备的状态和数量，更简便了用户查看设备是否正常，在管

理上面也可以添加设备和查询设备型号、在线状态，而且也可分类自己的产品，是否对口。在

界面进行时，可以随时编辑和删除。如图 13 用户设别显示界面。 

 

 
 

图 13 用户设备显示界面 

 

手机端设计 

本给手机端的设计是对于能够更简便的去操控和监控，也可在大数据分析。 

(1) 用户登录成功后，进入手机首页面，可看到该地点的植物数据显示，可看到花盆周

围温湿度和花的品种。并且也像 Web 一样，手机端也可以远程操作三个功能。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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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手机端首页界面 

 

(2) 第二界面是显示花盆的数据，也体现了花盆最可观的数据显示，也是显示影响花盆

最大的数据。如图 15 花盆数据。 

 

 
 

图 15 花盆数据 

 

(3) 为了更加方便用户对数据的观看，采用了数据曲线去表达数据的变动和历史显示。

如图 16 数据分析。 

 

 
 

图 16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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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结 

在人工护植的时代，已经跟不上现在人工智能护植的时代。在人工培养的情况下出现

了植物的慢性代谢，导致大量的财力、精力损失，因为在人工培养下不能做到精准化和科学化

的照顾。所以我们做出来这个系统，主要为了昂贵的植物进行照顾，在基于人工智能护花系统

下，为植物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追光、环境检测、识别花卉和自动浇水、补光；这样减少了工人

的数量和工人也无需知道该植物如何照顾。而且当代对植物熟练的工人越来越少，所以需要该

系统去为园林工作。根据对本文章所提系统的研究介绍，也可以将此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他行业

或者其他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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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零售行业在互联网中的发展日新月异。智能化售货机需求市场

大，业务范围广阔。智能售货机实现商业智能化，能节省人力资源、便捷交易方式。本文介绍

基于云服务的电子元件售货机，为智能售货机远程后台管理提供解决方案，采用传统弹簧螺旋

货道售货机，通过云端实现移动支付，明确基于 MQTT 通信标准的售货机多机通信协议和通

信原则，以支持 TCP/IP 协议的服务器响应 HTTP 请求，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优化处理与数据

交互。也可将自动售货机当前的销售数据，包括售货机设备状态、设备故障、销售情况、销售

数据通过自动售货机上的无线传输模块上传到云服务器，实现售货机的智能化管理，迎合当前

零售业在互利网下发发展趋势。 

 

关键词：云服务 智能售货机 移动支付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retail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Internet. Intelligent freighter has a large market demand and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Intelligent 

vending machine realizes business intelligence, which can save human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 

transa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lectronic component vending machine based on cloud service, 

which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remote background management of intelligent vending machine. 

The traditional spring spiral vending machine is used to realize mobile payment through the cloud, 

and the multi machin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of vending machine 

based on mqtt communication standard are clarified, so as to support the server of TCP / IP protocol 

to respond to HTTP requests, The obtained data is optimized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data. It can also 

upload the current sales data of vending machine, including vending machine equipment status, 

equipment failure, sales situation and sales data, to the cloud server through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of vending machine,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vending machine and mee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retail industry in the mutual benefit network. 

 

Keywords: cloud service, intelligent vending machine, mobile payment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操作简单、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兴起是自动售货机能够

在互联网中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查明皓、翟娟、张婷婷、罗辉辉，2020）。自动售货机具有

技术含量高、销售模式新颖、支付方式简单、商品丰富多样等优点，决定了它在互利网这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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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具有广阔的发展。不仅如此，它与网络购物等新型购物方式相似，互联网加上新的销售理

念，无人零售有很大可能成为未来零售业的发展方向。提倡自动化操作的智能自动售货机也即

将获得多的在线测试机会。在未来还会有广阔的业务范围可以开拓，智能售货机的发展前景是

不置可否的。智能售货机节省人力成本，实现智能化购买，由于没有统一的接入标准，售货机

售卖商家需要一个能够便捷管理售货机设备的管理系统，方便统一管理（陈心怡、吴彦文、汪

乐章、林娴，2018）。 

国内智能售货机采用的技术大多是无现金支付、智能手机与人工智能的互动、面部识

别。在加拿大，自动售货机有一部分摒弃的传统的投币方式，采用具有信息功能的纽扣式触摸

技术。在韩国，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或专用卡支付，实现付款。 

基于此背景，开发后台管理系统具有很大的意义，方便商人的管理设备，对厂商生产

的售货机能够统一调用，同时也能够查询售货机的设备状态和销售数据，实现补货、售卖、补

货缺货提醒等正常售卖流程。 

 

2.  研究目的  

开发嵌入式 Web 服务器，具备售货机设备状态、设备故障、缺货情况、销售数据等功

能。在实际投入使用中，提供便捷、灵活的服务。基于传统的售货机上使用云服务，因此能够

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快速批量部署，能够迅速调整配置；服务分布在多台服务器，可以保证

长时高效在线（孙璠，2019）；云服务采用分布式架构，极大增强了扩展服务的能力；根据业

务需求进行弹性扩展；数据能够动态迁移，提升服务的可靠性。 

 

3.  文献综述 

互联网在世界的浪潮越来越激烈，随着开辟的市场越来越广，业务范围越来越大。中

国互联网的发展乘风破浪，ISP 的数量越来越多，提供的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然而要实现中

国互联网服务的繁荣昌盛，不仅需要更多的提供商提供丰富的机会还需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

断开辟服务市场，使用高效的运营模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仇实、李兰英、李敏杰、毛卉奇、

王鑫月，2018）。 

本文对自动售货机进行研究，实现基于云服务的智能电子元件售货机，硬件设备采用 

STM32F103ZET6 作为主板，控制电机发生转动。使用 MQTT 协议与云端建立连接，上传信息

至云服务器，Web 端使用 HTTP 协议，下发指令至云端，从而建立动态连接。Web 端主要图

表的形式展示相关数据。App 作为用户端实现移动快捷支付。 

 

4.  研究方法 

现存在的自动售货机有多种，大类为蛇形轨道机、履带机、多门格子机、弹簧螺旋机。 

4.1 蛇形轨道机 

蛇形堆积货道是专门为瓶装商品开发的货道，可以售卖各种小容器的商品，商品在

货道中堆积，依靠重力滑落出货，不会出现卡货现象，出货口由电磁机构控制，结构比较复杂，

实施难度较大、要求高、一般的企业没有生产力，耗时耗力。 

4.2 履带机 

履带货道对商品的要求比较多，主要销售重心稳固的商品，重心不稳会导致商品引

起连锁反应，一个商品倒，这一排的所有商品都倒了，而且也不便于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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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门格子柜 

多门格子柜中和快递柜相似，每个格子采用独立的控制器，不同空间的格柜里面可

以放多种多类的商品。相对其他种类售货机而言，格子柜空间利用率低，多个控制，可能会出

现开关卡死的情况。 

4.4 弹簧螺旋货道机 

弹簧螺旋货道是当前最流行的售货机货道，该货道机器构架简单、货道操作简单易

懂，可放置商品种类丰富，商品放在两个弹簧的螺距之间，弹簧每旋转一周，整列货物就能向

外运动一个螺距的周长，而靠近出货口的货物就会从卡槽滑落出去。弹簧货道有不同的选制规

格，商品的高度要大于弹簧螺距货道的直径，不然可能会从弹簧中间位置滑漏，从而卡住弹簧

运动，而且商品厚度要小于弹簧螺距，宽度只要比货道窄（肖鹏飞、陈公兴、岑智中、岑伟华、

管涛，2019）。厂家生产的线径有不同规格，线径越长，则弹簧刚性越好，能够承受的压力越

强，瓶罐装比较重货物，选用 4.5mm 线径的弹簧货道，零食或其他小较轻的商品，选用

4.0mm 线径的弹簧（成翔，2019）。弹簧的长度和螺距，就要根据商品的具体尺寸范围确定。

一般来说，商品能够刚好卡在两个螺距之间，卡货率越低。厂家都是选定规格的弹簧后再进行

出货实测。对于电子元件而言，电子元件较小，货物轻，能够实现多种类的销售。 

数据可直接上传至云服务器，输入电压为交流电 150V 以上，输出为交流电 115V，

容量在 2A 以上可直接驱动继电器、电磁阀。 

 

5. 研究结果 

5.1 系统设计 

图 1 为系统设计流程图 

 

 

图 1: 系统设计流程图 

 

硬件系统设计上，在售货机引入基于 STM32F103ZET6 的嵌入式 ARM 为核心的控

制器，同时导入 L298N 模块控制电机转动实现货物出机（邱义，2016）。通过数据传输单元

至云服务器。 

软件系统设计上，云服务器获取数据后，经过预处理数据，通过请求接口 API 下发

指令至售货机，并反馈数据至 Web 端，Web 端处理数据信息，将数据通过前端传输至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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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确认购买时，调用支付接口，付款成功过后，上传信息至云服务器，云服务经过处理信息，

下发指令至 STM32F103ZET6，实现货物脱落出弹簧螺旋货道，返回数据至云服务器，云服务

器存储数据，当支付失败时，使用支付回调接口（李根、赵锦，2017），将订单号存入数据库，

记录当前支付失败记录。正常支付时，app 端发送请求至微信开放平台，微信开放平台下发指

令至云端，云端接收信息并处理分析，下发指令至 app 端，app 完成支付，货物滑落出柜。图

2 为系统框架； 

 

 

图 2: 系统框架 

 

用户扫描二维码，进入 app 界面选购电子元件，确认购买，付款成功后，售货机出

货。如图 3用户流程图； 

 

 

图 3: 用户流程图 

 

商家安装售货机设备，放入货物后，向云端报备数据，当需要补货时，云端会发送

信息给商家，不需要补货时，正常出货，并返回数据至云端。如图 4 商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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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商家流程图 

 

5.2 系统功能设计 

本文章提到的售货机将系统分为如图 5 所示的三大模块，并且将这三部分的子系统

细分为各子功能模块以及具体的系统功能结构。如图 5 系统功能设计图； 

 

 

图 5: 系统功能结构图 

 

5.3 STM32F103ZET6 开发板设计 

硬件部分：我们设备主控使用的是 esp8266，通过采用 mqtt 协议，一种基于发布/

订阅模式的“轻量级“通信协议，与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进行进行连接，每个设备都在阿里云物

联网平台上注册，注册后会有对应的阿里三元组配件：product key 产品密钥,device name 设备

名称,device secret 设备密码。 

每台设备的阿里三元组各不相同，STM32F103ZET6 首先通过自己独有的三元组，

与云端通信，在电源连接时 STM32F103ZET6 会初始化首次连接，连接 Mqtt 订阅属性 topic，

连接成功后串口显示“subscribe done”，接着向云端上报初始化数据，通过上报属性 topic，

将设备参数以 json 格式上报给云端，之后每各一秒钟连接一次云，监听云端下发的指令，云

端通过下发属性设置 topic，将所要下发的数据，此项目中下发的 PWM 波是控制舵机的转动，

从而实现商品的滑落，数据以 json 形式下发给 STM32F103ZET6,接着 STM32F103ZET6 进行

json 解析，解析成功后将解析出的值，存储在内存。激活 STM32F103ZET6 型号芯片，

STM32F103ZET6 发出射频信号，当电子标签放置后，电子标签收到发出的射频信号，通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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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流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信息，STM32F103ZET6 将收到的信息进行解析，并将信息保存

到内存。STM32F103ZET6 发送信号使放置在读卡区的 IC 卡进入休眠状态，使卡片不会在短

时间内重复被读取。STM32F103ZET6 将解析出的云端下发的用户卡号与读取到的 UID 号进行

匹配，当匹配成功时，蜂鸣器相应引脚输出高电平，提示开门，OLED 屏上显示“申请权限通

过，门已打开“，STM32F103ZET6 向舵机 SG90 对应 IO 口发送 PWM 信号（殷留留、韩森、

王芳、李宇琛、孙昊、李春杰、王全召，2017），SG90 将接收到的 PWM 信号有接收通道进

入信号解调电路（王虎伟、刘少杰、刘星、冯洪威、谷旭龙，2018），获得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该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送入电机驱动集成电路，以驱动电机正

反转，当电机转动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电动电位器旋转，直到电压差为零，电机停止转动，

实现货物脱落。 

5.4 LCD 触摸屏 

触摸屏是能够显示的具有编程能力的智能设备，便捷交流，在多方面多行业都已经

投入生产运用，触摸屏作为新时代的智能感触设备，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感。触摸屏由三部

分组成，导体层、隔离层、电阻层。触摸屏（曹瑜、吴彦霖、陈伟，2019），简而言之用手触

摸，显示屏就有相对应的反应，触摸屏检测用户的接触位置，接收 CPU 的指令并执行。当前

触摸屏的技术越来越流行，应用范围广，技术性强。 

5.5 接口 API 设计 

为了增强传输数据的安全性与扩展性，Web 与 App 传输数据时都按照 HTTP 和

MQTT 协议，即一组发送方和接收方均已知晓的规则，对需要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与分

析。实现通过云端传输数据安全性的优化（王虎伟等人，2018）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在通

过网络把消息发送至云服务器之前，安全协议会在客户端对待发送数据进行加密处理（曹瑜等

人，2019），而当消息发送完成后，安全协议则将在服务器端对接收的消息数据进行解密并解

析数据（文国军，2013）。 

传输数据至云端时，web 端将数据打包成 json 格式，使用 HTTP 协议将数据上传至

云端，云端获取并解析，返回响应体至 web 端，web 端存储数据到数据库（刘瑞玲、李代平，

2010），并分析数据展示在前端上。如图 6 支付流程图 

 

 

图 6: 支付流程图 

 

5.6 支付功能实现 

通过申请微信支付平台的支付接口获取相对的 appid 和 appsecret，审核通过后，接

入微信支付流程，app 调用微信支付接口，获取 access_token，通过秘钥进一步调用其他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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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付失败时，调用微信回调接口，打印失败订单，并上传至云端。支付成功时，正常出货，

返回数据至云端。 

5.7 系统界面实现 

5.7.1 管理员登录界面 

图 7 为管理员登录界面，管理员需在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经

过后台台验证通过后，进入系统。 

 

 

图 7: 登录界面 

 

5.7.2 系统主界面设计 

管理员登录后进入系统主页面，主页面展示近 3 个月售货机数据，折线图展

示售货机数据如图 8 所示。 

 

 

图 8: 销售数据折线图 

 

管理员也可选择以柱状图的形式进行展示如图 9 所示 

 

 

图 9: 销售数据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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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用饼图直观清晰的观察各类电子元件的销售情况如图 10 所示 

 

 

图 10: 销售数据饼图 

 

5.7.3 系统设备管理模块 

管理员可在设备管理模块查看售货机设备的状态。如图 11，红色为损坏设备，

绿色为正常设备，灰色为损坏设备。可提醒管理员及时维护设备。 

 

 

图 11: 售货机设备状态查询图 

 

5.7.4 系统订单管理模块 

管理员可在订单管理模块查看售货机设备的相关数据，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历史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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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app 端界面 

5.8.1 主界面 

主页面展示上架的电子元件商品信息，可查看商品种类、标题、价格等详细

内容。图 13 为 App 主界面图； 

 

 

图 13: APP主界面图 

 

5.8.2 商品信息界面 

用户可查看电子元件相关信息，搜索相关商品信息。图 14 为电子元件商品界

面，图 15 为搜索界面； 

 

   

图 14: 电子元件信息界面 图 15: 搜索商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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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支付界面 

调用微信支付接口，实现便捷付款。图 16、图 17为支付界面； 

 

     

图 16: 支付界面  图 17: 付款界面 

 

5.8.4 对比 

本作品基于云服务，采用 STM32F103ZET6 作为开发板，控制舵机和电机的

工作，同时采用 MQTT 协议上传数据，实现数据的交互。与一般设备不同的是，本产品具有

实时上传设备信息，反馈整理销售数据，提醒管理员机器的货物状态。实现智能化管理。 

 

6. 项目总结 

随着中国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新零售概念的更新，智能化售货机是一个市场前景

广阔的产业。 

当前时代下，存在的智能售货机，不能做到较好的通用化，提高运维效益，本论文实

现了售货机的售卖、数据分析、补货等功能，形成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数据流通。在信息管

理上做出一定的创新，比如实现反馈设备状态，是否有恶意破坏设备情况存在、将收集到的数

据信息进行整理，以图表的形式反馈至服务端。 

本论文设计实现的智能化售货机，目前已在多地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运营商通

过本论文实现的智能售货机，能够高效的管理售货机，提升管理运维效益，用户体验感上升。

实现移动支付功能，调用微信接口，实现订单管理，接口回调等多项功能，使智能化售货机更

加迎合市场发展规律。同时存在一些问题还未解决。售货机型号适配过少，希望未来能够适配

更多型号的售货机；当数据量过大时，可能存在数据延时的情况，因此服务端将换成 MQTT

协议，高效安全传输数据，适用于小型物联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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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统采用 Spring Boot 整合 SSM 技术，微服务、前后端分离架构等完成了设计与实现。

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进行数据汇总后的数据分析。Web 端进行课程管理，规则管理，数据管

理、预约等。APP 端进行人脸采集、识别、验证；查看成绩等。学生、教师及管理员可以登录

实时查看。通过自助预约分流测试，打破传统的集中式体能测试，节约时间成本，解放教师资

源。 

 

关键词：体测管理 前后端分离 微服务 数据可视化 

 

Abstract 

This system uses Spring Boot to integrate SSM technology, Spring cloud, and front-end and 

back-end separation architecture to complet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Use big data analysis 

algorithms to perform data analysis after data aggregation.（Liang & Liu, 2019）Web terminal for course 

management, rule management, data management, appointment, etc. The APP terminal collects, 

recognizes, and verifies faces; checks the results, etc. Student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can log in 

to view in real time.（Li, Sun, & Wang, 2021）Through self-booking and shunting tests, it breaks the 

traditional centralized physical fitness test, saves time and costs, and liberates teachers’ resources. 

 

Keywords: Physical Measurement Management, Front and Rear separation, Spring cloud, Data 

Visualization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健康问题遭遇到忽视。为

了将“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实处，我国提出了并实行了体质测试。体

质测试旨在使学生意识到要增加自身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促使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多体育项目

及锻炼中。高校要德、智、体、美、劳方面全方面培养，使学生向高素质人才靠拢。目前，在

我国高校的教学中，也缺乏对学生体质测试进行管理的平台。虽然每年教育部门都采集了在校

学生的体质测试数据，但却未进行有效利用及分析（高万明,周飞,& 李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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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我们应该从小培养。为了与每年的健康体育测试相结合，并且灌输

健康运动的理念，需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平台。让学生不仅可以接受健康知识的熏陶，关注自

身体质健康测试状况，通过体质健康测试反应的数据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在课堂下也积极运

动，提高体质健康水平（黄萍婷, 2020）。 

而目前大部分的的中小学及高校体测都是采用传统型记录方法，需要耗费过多的劳力物

力。传统体测，即通过老师编辑打印各班的体测信息表，并且通过人工测试，人工记录，人工

建 Excel 表记录上传，再登记入教务系统。过程非常麻烦，且该流极其繁琐，容易出错，浪费

教师资源。并且可能存在成绩不真实、学生信息不真实的情况。学生体测成绩传统记录方法，

极易导致自身的体测数据丢失，表格记录存在丢失，也不缺乏成绩记录错误的情况（巨鲜婷,& 

张博清,2020）。 

因此，为了切合阳光体育以及智慧化校园的主题，促进学生加强锻炼，集成性记录体测

成绩，做到智能追溯与数据可视化分析，开发了此体测管理系统，记录及自动生成体测成绩，

让教师和学生都可以登陆实时查看（李万锋，2017）。同时，通过自助预约分流测试，打破传

统的集中式体能测试，节约时间成本，解放教师资源。 

 

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现状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促使人们运动总量明显减少，在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运动积极性的缺乏以及不科学的锻炼使得学生的身体素质日益下降。人们愈发重视现状，高度

关注学生的健康情况。现阶段，国外存在类似的健康情况记录系统，但却缺乏实效性和个性化。

没有集成性进行统计记录（李筱川,2017），记录方式较为混乱，也存在众多的漏洞。 

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国家越来越来重视学生的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体测更是一项所有学校该重视的

项目，现阶段全国正在打造智慧化校园的概念，大家都希望可以省时省力地完成体测的项目，

且准确率更高于人工测验，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体质健康管理系统开发旨在对学生的体测成

绩进行综合性记录及评价，让学生、教师、教育部门对健康水平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凭

借数据库中的数据对学生的体质数据做出细致的处理（刘畅,2019），根据预测督促学生锻炼，

提高自身身体素质。 

从市场分析上看，体测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从人工到智能的进化是一个质的飞跃，

不但解决了人力问题，而且更精准。所以在今后几年肯定会有较多的应用，而且通过越来越多

的普及，会有更加广泛的应用。 

 

研究方法 

1. 微服务架构设计 

一般情况下，单体架构被作为开发架构，但开发过程较为复杂。同时，维护，升级

以及扩展新功能都特别的困难。如果想要对已有的功能进行更新或者再添加一部分的新功能，

在已完成的软件基础上，需要将整个应用重新部署。许多业务需求也具有重复性，导致系统过

于冗杂。于是考虑引用微服务架构来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提高平台的耦合度，独立扩展性以

及部分功能的重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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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发独立的应用系统，首先需要开发一组小型服务，所有小型服务都是独立的

进程，互不干扰，可以进行模块化的开发，该过程则为微服务的架构设计。微服务架构对体测

系统管理、体测系统数据分析等子系统中可能会交叉使用的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如体测

课程查询模块，体测成绩查询模块，体测数据分析模块等。微服务网关访问了对应数据后并将

这部分数据进行调用（马博文,乔宏飞,& 李刚,2018)，不需要产生多余的请求及响应过程，响应

速度由此得到提高。 

本系统应用架构实例如图 1 所示。Web 端、APP 端、云服务等多种应用终端发起请

求，网关则是作为检测系统与外界系统的一个通道。客户端请求发出后，经过网关，访问体测

管理系统的后台服务。若有许多请求需要系统同时并发处理，这些请求便会被以集群的形式部

署。服务网关接收发出的请求，从而达到微服务的应用。 

 

 

图 1: 微服务架构设计图 

 

多个小体量的微服务被从单体中拆分开来，组成了微服务架构，每个微应用根据需

要完成负载均衡的部署。微服务架构内，若其中一个子系统需要形成体系时，后端服务器按照

先后顺序接收到请求。形成的体系均衡对待后端上的每一台服务器。当前系统负载的数量不会

决定服务器实际的连接数量，对体系不会造成影响。该体测系统采用微服务架构，达到负载均

衡的效果。 

2. 设备接入云的加密技术 

为了保障云服务的安全，需要对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该体测系统的无线终端通过一

系列步骤接入了云服务器，同时进行认证与密钥协商。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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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线终端与云服务的认证与密钥协商 

 

（1）无线终端的身份为 IDSWT。云服务器接收无线终端发送的网络请求，该请求

中也包含 IDSWT。 

（2）云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先检查其终端身份 IDSWT 是否合法。如不合法，

则不进行下面的操作。若检查完成并已经通过，云服务器会生成一个随机数 RAND，并分别计

算无线终端网络认证码 SWNAC－N、无线终端认证码 SWTAC－N、会话密钥 CK、完整性密

钥 IK。计算方式如下列公式（1）-（5）所示。 

 

 ( )SWNITRANDHkNSWNAC SWN ||||=−   (1) 

 
( )SWNITRANDHkTSWNAC alterWireless |||| min=−

  (2)  

 ( )RANDHkTSWTACNSWTAC =−=−   (3) 

 ( )RANDkfCK ,1=    (4) 

 ( )RANDkfIK ,2=    (5) 

 

 接着，云服务器将无线终端网络认证码发送给无线终端用户，从而用于认证无

线网络设备。随机数 RAND 也随着一起发送。 

（3）收到随机数以及无线终端网络认证码之后，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出无线终端网络

认证码，不同的是输入的时间戳为无线终端自身时间戳。将计算出的无线终端网络认证码与所

接受的值进行对比，如若两者结果相同，无线终端认证码将会被计算出，该认证码也会被云服

务器再次接受。无线终端计算会话密钥和完整性密钥同时也会被计算出结果。 

（4）无线终端认证了上述过程，并产生系列响应。云服务器计算出无线终端认证码，

并且与所接收到的进行比较。如果两者值相同，则代表无线终端认证通过，无线终端便会接受

到云服务器发送的认证成功的消息。这也代表着无线终端可以被安全地接入到网络中，通信的

完整性与机密性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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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SA 与 AES 算法混合加密设计 

RSA 与 AES 算法用于分组加密及解密。 

（1）RSA 非对称加密算法是公钥密码学中最典型、最完善的公钥分组密码体制，

采用对极大整数做因数分解的方式加密。 

（2）本系统为了将前后端的数据安全传输，采用了混合加密模块。如图 3 所示，数

据的数字签名以及加解密都是通过此算法来具体实现的。 

 

图 3: 具有认证性的混合加密机制过程图 

 

（3）RSA 算法的公钥处理 AES 算法的密钥从而加密要传输的数据。此过程确保了

AES 密钥和传输数据的安全性。RSA 和 AES 算法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也提供了更好的加

密方案。加密方案不但提升了解密的速度，安全性被充分保障，也能够更加方便地管理密钥。

RSA 加密算法密钥还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数字签名技术充分利用该特性，实现加密数据的同时，

将通信双方的身份进行了认证。加密的过程图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RSA和AES混合加密认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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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penCV 人脸检测算法 

4.1 Haar-like 特征 

众多庞大的特征数组成了 Haar-like，Haar-like 特征值占用了较多的资源，导致

计算量大，因此不适合使用普通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积分图的方法将人脸 Haar

特征进行识别。 

Haar-like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常见的特征描述算法，由黑、白两个矩形组成，

其中特征值就相当于白色矩形的像素和减去黑色矩形的像素之和。Haar-like 的特征值可以显示

图像的灰度变化。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常用的Haar-like特征分类 

 

4.2 AdaBoost 算法 

让位于同一训练集中的弱分类器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在训练完成后收集

起来，使其成为更强大的最终分类器。这是迭代算法 AdaBoost，它的作用是可以改变数据分布。

通过精确的样本分类后确认权重，修改较低的分类器以获得新的数据集。最终的决策分类器由

每个训练好的分类器组成。利用 AdaBoost 分类器，很大程度的消除了一些冗杂的训练数据特征，

并且摘出关键数据并存储起来。 

4.3 OpenCV 检测人脸 

Open CV 是一个基于 BSD 许可发行的开源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在商业及众

多研究领域中都被广泛运用，可以用来人脸识别，人机交互，运动分析等，其实施效率非常高

效。Open CV 利用算法处理图像，使用者使用起来非常简便。该体测系统中识别身份模块的实

现则使用了 Open CV 提供的相应接口。 

 

研究结果 

1. 系统总体框架 

如图 6 所示，上位机主要由人脸识别软件，百度云人脸识别服务器，用户移动 APP

端，PC 用户 Web 端构成，人脸识别软件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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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总体框架 

 

2. 系统功能设计 

图 7 为本系统的功能图。该体测管理系统有如下课程管理、规则管理、成绩管理、

数据管理、预约管理等一系列功能。 

 

 

图 7: 系统功能结构图 

 

3. 成绩界面 

如图 8 所示，打开课程列表后，选取具体课程后，点击成绩按钮，可以录入所有的

同学信息，根据测试成绩录入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短跑、长跑等。下方含有更新数据、

总分生成的按钮，系统自动根据体育规则计算出每位同学的得分。我们也可以对考核内容进行

新增，动态更新成绩总得分，具体课程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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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成绩录入界面图 

 

4. 规则编辑界面 

点击规则详情，可以将规则的相关属性进行更新。例如 BMI 与身体素质的分数占比，

是否区分性别，成绩类型，排序顺序等相关指标。接着对其中一个属性进行编辑，可以操作它

的父级、名称与占比。该体测项目可以进行性别分类以及成绩类型分类。如图 9 所示， 

 

 

图 9: 规则编辑界面图 

 

5. 预约界面 

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待测班级可进行体测的日期预约。此预约功能不但可选择具体

的日期，还可精确到时间点（张亚琦,2020）。当预约此时间点后，则时间点的选择框则会显示

灰色。剩下的绿色选择框则预示着此时间段还未有人选择，仍然可以进行预约（马立刚,2020）。

预约界面如下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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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预约界面 

 

6. 数据可视化界面 

根据已经测得的大量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将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汪滢,熊璐,& 

刘晓，2021），从未显示一些未知隐藏的信息。（屈克诚,陈晨，2021）通过班级数据的统计，

折线图显现了每个班级的总成绩以及及格率。并且对及格率进行预测（张彦荣,2019），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数据汇总及预测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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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测试实景 

体测学生录入指纹后，准备开始起跑，当跑步完成后，成绩自动上传，在 APP 端可

以进行查看成绩，教师再将成绩录入系统中，根据规则生成最终体测成绩。学生实景测试图如

12 所示。 

 

 

图 12: 学生实测场景图 

 

8. 特色与创新点 

与市面上现有系统比较，该体测系统具有以下特色及创新点： 

（1）动态更新成绩总得分，具体课程具体分析 

（2）支持人脸识别验证身份信息 

（3）含有预约功能，解决人群聚集 

（4）使用 Redis 缓存，更加快速 

（5）采用微服务架构，服务可以独立部署且容易维护 

（6）采用前后端分离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总结 

本系统使用设备接入云的加密技术以及 RSA 与 AES 算法混合加密设计，对设备进行身

份认证，从而保障云服务的安全性。通过微服务架构设计，统一管理及维护数据，不需要产生

多余的请求及响应过程，由此提高响应速度。在提高稳定性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安全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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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通过 OpenCV 人脸检测算法，对体测的学生进行身份验证以及信息显示，让该体测系

统更加可靠。 

 

讨论 

体测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已经投入试运行，基本满足了体育部的实际需求，有效提高

管理水平。系统有较大实用价值，在进一步投入和完善后，可望成为适用于所有高校的管理系

统。（王临风,2020） 

由于具体课程具体分析，数据实时动态更新（雍强,2020），生成总分的速度还不够快速，

后续需要继续进行优化。教师目前也仅能使用 APP 端，应考虑继续开发，使得教师可以直接在

APP 中录入成绩。 

让学生体质与健康管理实现数字化（张树滑,2019），这将有望成为我国各高校共同的选

择，进而减轻体育老师的工作量，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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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产品已经开始了全球范围内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数量

的巨大增长，一是网民数量的大幅上涨，二是数据与流量的暴增。面对互联网茫茫大海之中的

零碎的场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从其中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其难度堪比登天。在这种情

形之下，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服务的提供方都亟需一种可靠的技术或者工具，能偶提供精准的信

息筛选能力，行为分析则是满足双方需求的有机契合点。传统电商行业已经能给人们的日常生

活提供相对高效的行为分析服务，但是如何集线上线下全渠道、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及现代物

流于一体，新零售给出了比较好的答案，本文就如何在新零售的背景下，改进设计了 ShuffleNet 

特征提取网络，整体模型大小在 12M 左右，识别准确率能达到 91%。，易于部署在小型切入式

系统中。 

 

关键词：人脸识别 新零售 神经网络 人工智能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products have begun to be 

popularized all over the world, followed by two huge growths, one is the sharp ris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the other is the surge of data and traffic. Facing the fragmented scenes in the vast sea of 

the Internet, it is as difficult as climbing to the sky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 really need through 

your own strength. In this case, both consum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need a reliable technology or 

tool, which can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screening ability. Lin, Chen, and Yan (2013) Behavior 

analysis is an organic meeting point t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sides. The traditional e-commerce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provide relatively efficient behavior analysis services for people's daily life, 

but how to integrate online and offline Omni channel, online service, offline experience, and modern 

logistics into one, new retail gives a better answer.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design of shufflenet 

feature extraction net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etail, and the overall model size is about 

12m,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can reach 91%. It is easy to deploy in a small cut-in system. 

(Rastegari, Ordonez, Redmon et. al., 2019) 

 

Key words: Face Recognition, New retail, Neural netwo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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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目前虽有很多人脸识别的算法技术，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缺和适用局限性，研究人

员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能够适用于无人售货机这种新零售背景下的人脸识别技术切兼顾投入成

本与识别精度的人脸识别技术。 

本章将首先对人脸特征提取常用的模型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各种算法在准确度、复杂度

方面的差距，然后进行改进优化，得到改进后的特征提取算法，最后通过仿真验证改进后算法

的可行性以及通过与改进前的特征提取算法以验证其在该算法嵌入式系统中的优越性。 

 

2. 文献综述 

2.1 Resnet 特征提取网络 

2015 年，ResNet 网络被提出[1]，微软团队凭借着 ResNet 在 ImageNet 分类任务比赛

中获得冠军。自此之前，随着卷积网络深度的增加，会出现一定的梯度消失问题，从而导致整

个系统的识别精度有一定的折扣，微软团队尝试在 InceptionNet 中加入额外的损失函数用以提

高整个网络的效率，但最终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在 ResNet 的实验过程之中，同样出现了类

似 InceptionNet 中的梯度消失问题。耿磊,邱玲,吴骏,肖志涛, 张芳. (2019)。由于先前尝试的失利，

经过研究人员的反思与总结，发现并不因为过拟合的原因才导致了这种问题，所以该团队创造

性的提出了一个单元模块，称为深度残差模块。ResNet 提出了两种映射关系：一种是恒等映射，

指的就是图 2.3 中 identity 的曲线(x)；另一种就是残差映射，指的就是两层叠加的卷积层 。所

以最后的输出就是 Y=F(x)+X。(如图 2.1 所示) 

 

 

图 1: 两层叠加的卷积层 

 

2.2 Shuffle Net 特征提取网络 

旷视研究人员在 2017 年 7 月发布了一个高性能的轻量型卷积神经网络—Shuffle 

Net 网络[2]。为了提高整个网络的卷积效率，逐点分组卷积（Point group convolution）的概念

被抛出，并且为了保证不同通道之间的有效数据交流，通道混合（Channel Shuffle）技术就被引

入了这个网络之中。Szegedy C.，Vanhoucke V., Ioffe S.，Shlens J.，& Wojna, Z. (2015)。有助于

编码更多信息。与其他功能相类似且表现出众的网络模型相比，Shuffle Net 在保证了整体网络

识别精度的前提之下，还通过其计算成本的大大降低，在众多网络中脱颖而出。实际上最早在

Alex Net 网络模型中就已经使用了分组卷积，之后提出的 Iception 和 Mobile Net 等一些高效的



The 11th National and the 5th International PIM Conference 

July 16, 2021 

1152 

神经网络模型在分组卷积的基础上，引入了深度可分离卷积。虽然模型的能力与计算量可以协

调，但是模型中逐点卷积的计算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此 Shuffle Net 结构中引入了像素级

别的组卷积来减少 1*1 卷积操作所带来的计算复杂度。虽然可以通过组卷积将卷积操作限制在

每个组内，降低模型的计算复杂度，但是当多个组卷积进行堆叠时，组内通道的所获取的信息

将被限制在当前自身所在的组中，无法获得其它组的信息，各组之间的信息不互通，阻碍了组

内通道间的信息流动，如图 2.2（a）所示。这样导 

 

 

图 2: 组卷积流程 

 

致提取的特征缺乏广泛性，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和识别精度。如果组

卷积可以获得其他组的输入数据，那么输出的特征图就会包含有其他组的特征信息，如图 2.2

（b）。此外，在该论文中，旷世团队还提出了一种通道混合算法，流程如图 2.2（c）。通道

混合算法会将上一层网络的输出进行一个一维的转置操作，即如果上层的输出结果为(g,n)，那

么经过通道混合算法，会将其转置成（n,g）后平摊输入给下一层。经过转置后的组卷积中都包

含了其它组卷积的信息，让通道之间的信息进行流动。在经过逐点分组卷积以及通道混合操作

之后，作者引入残差块的设计原理，提出了 Shuffle Net 单元。Rastegari, M., Ordonez, V., Redmon, 

J. et. al. (2019)。如图 2.3（a）是 Shuffle Net 基本单元，在主分支瓶颈特征映射上，使用逐点分

组卷积后再进行通道混合操作，提高不同组间的信息流动，然后是为了降低计算量采用的计算

量较小的 3*3 的深度可分离卷积，紧接着是一个 1*1 的逐点分组卷积，最后将两个分支像素相

加。图 2.3（b）是 Shuffle Net 空间下采样单元，在分支部分增加了一个 3*3 的步长为 2 的平

均池化操作，并且用通道串联代替逐像素相加，这样做的优点是通过很小的计算成本就可以扩

大通道维度。 

将改进的 Shuffle Net 单元进行堆叠，最终构建的 Shuffle Net 网络模型结构。网络

中每个 Stage 阶段都经过一个 Shuffle Net 下采样单元和多个改进的 Shuffle Net 基本单元。每

经过一个 Stage 阶段，特征图空间减半，输出通道数翻倍。采用全局平均池化代替全连接层，

从而可以避免全连接层带来的大量参数，尽可能的避免过拟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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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3: Shuffle Net基本单元 

 

3. 研究方法 

3.1 前期准备 

在进行人脸特征提取之前，有一些必要的前置工作需要做，本文采用经典的 Mtcnn

人脸检测算法，来对获取到的图片进行预处理，使用该神经网络可以完检测图片中是否含有人

脸以及大致框定人脸的关键点。王廷银,郭威,吴允平（2021）。MTCNN 主要有三个子网络级联

构成，输入的图像会依次经过这三个网络进行分析和处理，所以 MTCNN 的整个流程可以分为

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P-Net 

首先，输入图像会经过第一层 P-Net 层，P-Net 层是一个基于全卷积的神经网络，改

成首先使用全卷积网络进行目标特征的标定，使用边框回归技术进行对包含目标的窗口进行调

整，调用非极大值抑制算法，可以完成对大部分无用窗口的过滤和去除，提高整体网络的性能，

降低识别的时延，P-Net 网络结构如图 3.1（a）所示。 

 

 

图 4: （a）P-Net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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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R-Net 

它被称为精炼网络，其基本结构是卷积神经网络。相比于前一层网络，R-net 在整个

网络的最后部分加入了一个全连接层，从而达到更高的筛选标准，过滤更多无用的信息。P-NET

的输出结果中包含大小不一的预测窗口，这些预测窗口都会进入当前的 r-net 层，所以，R-net

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滤除 P-NET 层中无效或者是低效的预测窗口，并在剩下来的预测窗口中选

择一个特征最为明显的一个，然后通过算法中的边界条件进一步优化所选候选的回归边框，结

构如图 3.1（b）所示。 

 

 

图 5: （b）R-Net网络结构 

 

第三阶段：O-Net 

改层网络被称为网络的完全输出层，相比前面的 R-Net 和 P-Net 而言，O-Net 网络是

一个更为复杂的网络模型，通过额外的一层卷积层，再加经过一系列的学习，该卷积层能够完

成更多面部特征的识别，最终的数据结果，包含人脸在内的特征点框定。由于具有更加复杂的

网络模型和更为完善的输入条件，O-Net 对于人脸特征的识别也就更为精准，O-Net 的输出结果，

也就是整个 MTCNN 的输出结果。O-Net 的网络结构如图 3.1（c）所示。 

 

 

图 6: （c）O-Net网络结构 

 

MTCNN 的设计精髓在于，为了避免传统单任务网络对于一些无用信息处理时产生

的巨大的性能损耗，MTCNN 首先使用 P-NET 这种小型网络模型对输入图片进行处理，抛弃无

用信息，将有效范围缩小为后面更为复杂的网络模型提供高质量的输入信息，R-Net也效仿P-Net

得思路，进行更细粒度的筛选，排除更多的无用信息，实现更高效的人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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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进后的 Shuffle Net 网络 

2017 年，SENet 作者依靠 SENet 获得了 ILSVRC 分类比赛的第一名，top-5 的错误

率降低到 2.25%。制胜的关键就是，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型名为 SE block 的网络结构单

元，引入这个结构以后，分类的效果有了显著的提升，整个 SENet 是有多个 SE 基础结构单元

集成得来的。其中 SE 单元对有用信息与无用信息有了更好的筛选区分效果。如图 4-5 所示为 

SE block 结构，整个网络的设计精髓在于，当采用了 Squeeze 操作之后，网络的全局就会进行

一次平均池化操作，这样一来，整个网络的特征从二维降至了一维。此外,网络中还会通过

Excitation 操作，使用多个全连接层处理每层网络的输出结果，然后进行加权操作。整个网络的

输入是一个三维矩阵。在经过标准卷积操作后得到三维矩阵 CHWRU ** ，这里 C 表示特征通道

维度，U 为特征图张量，就等同于我们在经过卷积之后得到了 C 个大小为 H*W 的特征图。从

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Squeeze 操作最为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对特征图进行了一个空间压缩。

具体来说，对得到的特征图 U 使用全局池化操作，把每个特征通道维度的特征图压缩转化成一

个实数,合并得到一个维度为 1*1*C 的实数序列。选择全局池化操作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提取特

征通道的全局信息，通过这种全局信息的方式，原先不能够感知到这些信息的更为底层的网络

结构，现在也可以充分获取到这些全局信息，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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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csqc jiu
HW

uFz
1

),(
*

1
)(   (式3.1) 

引入 Excitation 操作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操作来获取不同通道之间的关联关

系，使用两个全连接层融合各通道的特征图信息，通过训练，这两个全连接层可以对通道间存

在的非线性交互关系进行很好的学习，从而进行调整。Squeeze 操作的输出结果也就是经过第

一个全连接操作后将特征通道维度进行降维，在保证输出通道维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会加入

一个激活函数，并与后面的 2W 相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特征信息进行一个升维操作，最

后采用Sigmoid进行激活操作，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实数序列，这个是数学列即为学习到C 个

特征图的权重。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 3.2： 

 ))(()),((),(s 12 zWWWzgWzFex  ===  (式3.2) 

式中δ（x）和σ (x)代表两个激活函数，分别是 Relu 和 Sigmoid 激活函数，
RCCCrC RWRW /*

2

*/

1 , = 。其中的 r 是缩放超参数，通过改变 r 的数值，可以起到调整通道个

数的作用。可以看出，Excitation 操作通过全连接层和非线性层可以获取所有的训练集样本训

练，网络中每个通道的券种数值都可以被获取到，此外，通过 Excitation 操作，还可以构建出

不同特特征通道之间的依赖关系。整个网络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特征标定阶段。该阶段会将先前

计算得出的权重结果，按比例加权到原来的特征图之上，实现标定的效果。计算公式如式 3.3： 

 ccccle ussuF *),(sca =  (式3.3) 

式中， WH

c Ru * 是通道 c 的特征图， Rsc  是通道 c 经过 Excitation 操作输出的标

量， )(sca xF le 代表通道维度上的相乘。通常很难设计一个新的神经网络架构，而 SE block 的

结构比较简单，部署相当灵活，几乎可以直接嵌入到现有的大部分网络结构中，衍生出新的网

络。通过直接简单引入 SE block 增强其效果，在浅层网络中可以用于加强全局的特征，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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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网络中可以对各特征通道的重要性进行评估，使不同类别特征更加明确，最终产生较好的结

果。 

可以将 SE block 嵌入到 Res Net 模块中获得一个新的单元模块。为了防止在网络

较深时出现梯度消失的情况，将 SE block 放在了加和操作的前面，构成 SE-Res Net 的基本模

块。如图 3.2 所示，（a）图是 Res Net 模块，（b）图为加入 SE block 后的 SE-Res Net 模块。 

 

 
 

图 7: SE Block模块 

 

通过在 Res Net 单元结构中加入 SE block，借助全局池化操作使得底层网络可以获

取来自网络全局感受野的信息，实现全局信息的编码；使用 ReLU 激活函数和基于 sigmoid 激

活函数的门控机制对各个通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建模，实现特征重标定[3]。所以本文考

虑结合 SE-Res Net 模块对 Shuffle Net 网络进行改进，来提升提取特征的能力。（Szegedy , C.， 

Vanhoucke, V., Ioffe, S.，Shlens，J., Wojna Z,2015）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在 Shuffle Net V2 基本单元的组卷积后使用 SE-Res Net 模块来

增强提取的物体有用信息特征，借助残差结构减少模型训练过程中梯度消失。得到改进后的 

Shuffle Net 基本单元结构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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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改进后的Shuffle Net基本单元 

 

3.3 损失函数 

Google 在 2015 年首先提出了三元损失函数的概念[4]，TripleLoss 定义为：尽可能缩

小锚点与同一类别下正样本之间的距离[5]，与此同时，该锚点与其他类型的负样本的距离也要

尽可能的缩小。为了让样本的特征尽可能分散在整个空间之中，Google 提出，不能只出现正样

本，每两个正样本的出现，必须要有一个同类型的负样本的出现，且负样本与正样本之间的距

离应该要大于 margin 的距离，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在 Tripletloss 学习之后，同一种类的正

样品和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不同种类的负样本和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损失函数如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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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与结果 

4.1 数据集 

本文采用两种数据集对改进后的 ShuffleNet 和原始的 ShuffleNet 进行了训练和测试，

分别是 LFW 和 VGG，这两个数据集都是公开的大型人脸数据库，其中 LFW 包含了将近 6000

个的不同个体在内的 13000多张图片，VGGFace2数据集包含了 9000多个不同个体在内的 30000

多张照片。且数据集中，对不同姿态，不同环境， 不同年龄段都有一定程度的涵盖，几乎可以

说是涵盖了大多数场景。 

4.2 实验环境 

本文执行训练模型与测试的实验硬件与软件环境如下：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 位 ( DirectX 12 ) 

编程语言：Pytho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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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框架：TensorFlow 1.8 

显卡：Nvidia GeForce GTX 1060 with Max-Q Design ( 3 GB / 惠普 ) 

处理器：英特尔 Core i7-8750H @ 2.20GHz 六核 

4.3 实验结果 

由于 Shuffle Net 网络在分类任务中使用的图片大小为 224*224，所以我们会通过

前置准备工作将每幅图片的大小规格化至 ShuffleNet 所需的输入大小，作为后续神经网络的输

入。且数据集中已经包含的人脸在不同光照角度、照明色温以及各种视角的图像，无需再对数

据进行数据增强操作。我们按照 8:1:1 的比例进行 LFW 的随机划分分别用于神经网络的训练、

验证和测试。图 4.1（a）为改进后的 Shuffle Net 训练准确率和验证准确率，图 4.1（b）为改进

后的 Shuffle Net 训练损失和验证损失，可以得出：对于改进 Shuffle Net 网络，验证准确率一

开始较为震荡，但是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模型学习过程不断加强，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上

的准确率趋于稳定，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分析训练和测试结果可以得出，改进后的网络模

型具有较好的分类性能。说明在人脸特征提取的任务上，通过在原 Shuffle Net 网络结构的基础

上加入 SE-Res Net 模块有助于提高特征提取的准确率。既能借助增加的残差通道减小训练过程

中梯度消失，又能利用 SE block 特征通道重要性加权的策略对图像空间特征进行优化，使特征

更加鲜明，充分利用深度学习网络深层提取抽象特征的优势，提升网络模型的泛化能力。 

 

 

图 9: （a）改进后的Shuffle Net训练准确率和验证准确率 

 

 

图 10: （b）改进后的Shuffle Net训练损失和验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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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同网络对比 

将本文人脸特征提取模型与常见的卷积神经网络 Alex Net、VGG-16 和轻量型网络

Squeeze Net、Mobile Net V1 进行对比。在 LFW 数据集上，测试不同模型的准确率和 AUC 值，

并比较不同模型的大小。对于所有的模型采用同样的参数设置各个模型的实验结果如表 4.1 所

示。 

 

表 1: 不同模型结果对比 

网络模型 准确率 AUC 模型大小 

AlexNet 94.85% 0.96 242M 

VGG-16 97.01% 0.99 553M 

MobileNet V1 90.92% 0.9 17M 

本文模型 91.83% 0.93 12M 

 

对比不同模型的分类效果，经典分类网络 Alex Net、VGG16 的准确率相对较高，且

VGG16 取得了最高的准确率 97.01%，但是模型较大，需要对模型进行压缩等操作后才可以移

植到中小型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轻量型网络 Squeeze Net 的模型最小，方便模型的保存和传输，

但是准确率较低。Szegedy, C., Ioffe, S., Vanhoucke, V., & Alemi, A. (2016)。与 Mobile Net V1 轻

量型网络相比，本文模型的准确率高，AUC 值为 0.93，取得了较优的分类结果。且本文模型

的大小仅为 12M, 易于在中小型嵌入式系统中部署。 

 

5. 总结与讨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其

中人脸识别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由于提取方式的便捷和安全，人脸识别越来越受到线

上和线下商业圈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大力发展卷积神经网络越来越成熟，使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效果获得了提升。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

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对输入人像信息的采集和预处理，并按一定的比例分成训练集、测试集，

第二步使用设计合理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第三步则选择一个合适的损失函数对上述网络进行

迭代训练，调整网络权重，在损失函数方面，本文用了原始的三元组损失函数，并未对其进行

优化和改进，只是对 shufflnet 网络进行改进和升级，在之后的实验中，将对三元组损失函数进

行一个改进，此外对于本课题的训练和测试都是基于 Tensorflow 进行的，将来希望能够基于其

他框架在其他的移动设备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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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PRINT TEST EQUIPMENT BASED ON 433MHZ 

WIRELESS COMMUNICATION 

 

王伟烽 1*, 和王威 2 

Weifeng Wang1*, Wei Wang2 

 

1,2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2School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649464363@qq.com 

 

摘要 

在众多高校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传统人工记录的体测场景。传统的方法不但需要专门

的人员进行记录，导致测量的误差，无法产生较高的精度，而且登记后导入教务系统的流程极

其繁琐，还容易丢失。而本文所介绍的设备为，竞速、体测一体的跑步计时设备，通过各类传

感器，测量其跑步时间，并将测试成绩上传至网络，极大的简便工作流程。并且介绍其硬件设

计、软件设计。还介绍所采用的关键技术：服务集群部署、设备接入云的加密技术、设备安全

中的伪 AP 的防御策略等。  

 

关键词：体能测试 ESP8266 433MHz CC1101 

 

Abstract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often see the traditional manual recording of the body 

measurement scen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not only needs special personnel to record, which leads to 

measurement error and cannot produce higher accuracy,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mporting the 

registration into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is extremely cumbersome and easy to lose. The 

equipment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s running timing equipment integrating speed racing and physical 

measurement. It measures the running time through various sensors and uploads the test results to the 

network, which is a great simple workflow. The hardware design and software design are introduced. 

It also introduces the key technologies used: service cluster deployment, encryption technology of 

device access to the cloud, defense strategy of pseudo-AP in device security, etc. 

 

Keywords: Physical fitness test, ESP8266, 433MHz, CC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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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既互联网技术之后，物联网作为一个信息技术综合应用的名词，其在军工业、自动驾驶、

智能家居、智能社区、智能充电桩等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所以，物联网将是新一代的信息技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都知道，物联网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背后是以互联网技术为背景，将设备、硬

件等物品，连入互联网，实现物物互联。将物品作为客户，而网络作为信息传输介质，进行信

息互换和通信。而这些物品之间，通过 RFID、射频模块、无线模块、GPRS 模块等，进行互相

的通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的进步，众多行业离不开便捷的“傻瓜

式”的物联网设备，如共享充电宝、共享电动车等。 

而本文所介绍的设备为，竞速、体测一体的跑步计时设备，通过各类传感器，测量其跑

步时间，并将测试成绩上传至网络，极大的简便工作流程。 

 

1. 文献综述 

文献四中提到的是智能家居是当前物联网主要应用之一,当前采用技术主要有 ZigBee 和

Z-Wave 技术。然而 ZigBee 技术由于受功耗限制, 穿透力较差, 极易受家具或墙壁影响; 而

Z-Wave 虽然能够克服上面问题, 但非开放式标准, 存在系统兼容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

433 MHz 无线射频技术实现智能家居系统的解决方案。详细介绍了家庭网络系统架构、通信协

议和高效的频带分配算法设计, 并给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刘杰, 章韵，和 陈建新.(2012). 最

终测试结果表明,使用 433 MHz 射频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传输能力和频带资源分配问题,进一步

推进智能家居的应用。（刘杰,章韵，& 陈建新，2012） 

文献二中提到针对传统 LED 灯杆在远程监控、自动巡检、实时单灯调控、故障定位处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技术的

智能 LED 灯杆监控系统的研制方案,采用 STM32L151 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多种传感器采

集路灯信息,通过NB-IoT模块与核心网的连接,将采集到的路灯信息上传至OneNET云平台,并开

发移动端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PP）和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PC）端监测界面以实

现路灯故障信息的实时获取。勾慧兰 和 刘光超 (2012).实验结果显示:所研制的系统可以实时

监测、控制路灯,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路灯位置,实现单灯控制。（金妍,茅敏敏,徐丘雨,欧阳玉

玲，& 居家奇，2021）  

 

2. 系统设计 

如图所示，感知层主要由起点终端，终点终端，采集摄像头三部分组成，传输层由数据

传输单元将数据传输至云服务器，应用层由云服务器与用户智能终端与 Web 服务器终端双向

通信。具体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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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设计 

 

起点下位机包括第一微控制器、按键模块、第一光电传感器、语音录放模块、 音频功

放模块、OLED 显示屏，终点下位机包括第二微控制器，第二光电传感器。具体如下图 2 所

示。  

 

 

图 2: 下位机总体框架 

 

3. 硬件模块与电路设计 

3.1 起点设备结构与原理图 

图 3 为起点设备的结构框图，由 ATmega 328p 作为主控，用来驱动 OLED 屏幕并将

成绩等信息展现在 OLED 屏幕上、接收光电传感器与起跑按钮反馈的数据、发送 TTL 电平给音

频录放模块并使其播放其中的发令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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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101 射频模块作为与终点设备通信的模块，用来接收终点发送给起点停止计时的

数据包； 

ESP8266 无线模块与路由器连接，并且作为传输跑步成绩的设备，将成绩数据包发

送给服务器接口。 

其中OLED屏幕采用 IIC协议与ATmega 328p通信；光电传感器与起跑按钮采用TTL

电平的方式将信号发送给 ATmega 328p；音频录放模块采用接收 TTL 电平的方式与 ATmega 

328p 通信；而 CC1101 与采用 SPI 串行外设接口，将数据信息发送给 ATmega 328p；ESP8266

采用串口通信方式与 ATmega 328p 通信。 

 

 

图 3: 起点设备的结构框图 

 

图 4 为起点设备的原理图，B 框内为 ATmega 328p 主控原理图；A 框内为起跑按钮

原理图；C 框内为光电传感器原理图；D 框内为 ESP8266 无线模块原理图；E 框内为 CC1101

射频模块原理图；F 框内为发令枪模块原理图；G 框内为 OLED 屏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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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起点设备的原理图 

 

3.2 终点设备结构与原理图 

图 5 为终点设备的结构框图，由 ATmega 328p 作为主控，接收光电传感器反馈的数

据，将 CC1101 射频模块作为与起点设备通信的模块，用来发送停止计时的数据包给起点设备。 

其中光电传感器采用 TTL 电平的方式将信号发送给主控，而 CC1101 与采用 SPI 串

行外设接口，将数据信息发送给主控。 

 

 

图 5: 终点设备的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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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终点设备的原理图，A 框内为光电传感器原理图；B 框内为 ATmega 328p 主

控原理图；C 框内为 CC1101 射频模块原理图。 

 

 

图 6: 终点设备的原理图 

 

3.3 无线模块与射频模块介绍 

3.3.1 ESP8266 无线模块介绍 

无线模块是采用如图 7 所示的由安信可公司开发的一款 wifi 模组，其中采用

的是乐鑫 ESP8266 芯片。其型号为 NodeMCU 1.0/ESP 8266 12E。 

 

 

图 7: 无线模块：NodeMCU 1.0/ESP 8266 12E 

 

ESP8266 是一款无线模块，其工作频率为 2.4GHz，集成了 32 位的 Tensilica 处

理器，本文主要使用其作为 TCP 客户端的功能，并不使用其 MCU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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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CC1101 射频模块介绍 

德州仪器 CC1101 是一款低成本的无线收发模块，它的工作频段主要在

315MHz、433MHz 等，主要是以低频段为主。 

CC1101 是通过 SPI 协议接口进行配置，通常将 CC1101 作为一个从设备，用

来设备之间无线通信。 

而本文中所采用的 CC1101 射频模块如图 8 所示，是泽耀公司所设计开发，其

自带 FEC、自带弹簧天线。该模块发射功率足，频谱特性好，采用了高频的晶振，其精度高。 

 

图 8: 泽耀公司所设计开发的CC1101模块 

 

3.4 光电传感器介绍 

光电传感器采用的是 NPN 型的 E18-D80NK，如图 9 所示。这是一款漫反射式的红

外传感器，其检测距离是通过背面图中的电位器旋转调节的。 

此光电传感器是数字传感器，是 NPN 型光电开关。是通过 TTL 电平反馈是否有障

碍物的信号，是数字电路中的高电平与低电平，也是我们所知的逻辑电平 0、1。在有障碍物时

是低电平，而无障碍物时是高电平。一般使用直接接入单片机 IO 口时，需要上拉 1K 左右的电

阻。 

 

 

图 9: E18-D80NK—NPN型光电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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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音频录放模块介绍 

音频录放模块的作用是，存储发令枪的声音，并且在预备起跑按钮按下后，倒计时

计时结束后，发出发令枪的声音。而本文中采用的音频录放模块，如图10所示。其型号为 ISD1820

录音模块。 

其主要特点为：能够录制 10 秒的声音；能够播放 10 秒的声音；工作状态分为点击

播放，循环播放。 

 

 

图 10: ISD1820录音模块 

 

4. 软件设计 

4.1 传输协议选择 

本文起点设备的无线模块 ESP8266，在数据与服务器进行通信时，选择采用 TCP 协

议：面向连接的服务。 

TCP 协议，是传输控制协议。它是一种可靠的，面向连接的通信协议。也是我们常

说的三次握手的协议。 

而与之不同的是 UDP 协议，该协议是一种无连接，不可靠的通信协议，但是其传输

速度比 TCP 快，且不需要建立三次握手。 

而本文中所需要的是将数据准确无误的上传至服务器，并不需要考虑时延高低的问

题，而需要考虑的是数据上传的稳定性。但是 UDP 是用户数据包协议，在传输过程中，如果出

现错误，数据将会丢失。而 TCP 在传输错误时，可以自动纠正。 

为何 TCP 会比 UDP 可靠呢？是因为 TCP 是面向连接的协议，建立连接过程中，必

须需要三次握手，如图 11 所示。 

TCP 协议三次握手： 

第一次：首先需要接入服务器的客户端，先发送给服务器 SYN（SEQ=X）报文，使

其进去 SYN_SEND 状态； 

第二次：服务器收到客户端的 SYN 报文后，会回应一个 SYN（SEQ=y）报文，并

在后添加 ACK（ACK=X+1）报文，使其进入 SYN_RECV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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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客户端收到服务器回应的 SYN_ACK 后，回应 ACK（ACK=Y+1）报文，

进入 Established 状态。 

 

 

图 11: TCP的三次握手 

 

4.2 程序流程设计 

4.2.1 起点设备程序设计 

起点设备准备阶段的程序设计如图 12 所示。开机，起点设备供电完毕，接着

检查外设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则准备下一步，若为正常工作，返回检查外设阶段。

正常工作后。CC1101 射频模块开始工作，与终点进行通信，是否能够与终点通信上，若不能，

则一直处于尝试通信状态，若成功通信，则证明终点设备以准备完毕，开始检测起跑预备按钮。

此时，起点设备的准备阶段已经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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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起点设备准备阶段程序设计的流程图 

 

起点设备，开始用作跑步测试阶段时的程序设计如图 13 所示。首先实时监测

起跑预备按钮的按下，接收到后，开始起跑倒计时 5 秒，在这 5 秒倒计时之中，若起点光电传

感器被穿过，则其成绩为“抢跑”并在 OLED 屏幕上显示，若未在倒计时结束之前穿过起点光

电传感器，则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跑步计时。这时候开始实时监测终点设备发送给起点设备

的停止计时信号，收到后，将停止计时，其中的计时时间，在 OLED 屏幕上显示，为本次运动

员跑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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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起点设备跑步测试阶段程序设计的流程图 

 

4.2.2 终点设备程序设计 

终点设备的程序设计如图 14 所示。开机，终点设备供电完毕，接着检查外设

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则准备下一步，若为正常工作，返回检查外设阶段。正常工作

后。CC1101 射频模块开始工作，与起点进行通信，是否能够与起点通信上，若不能，则一直

处于尝试通信状态，若成功通信，则证明终点设备以准备完毕，开始监测终点光电传感器，当

光电传感器反馈穿过信息后，终点设备的 CC1101 将发送数据包给起点设备的 CC1101，使起点

设备的定时器停止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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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终点设备的程序设计流程图 

 

4.3 数据库设计 

 

表 1: 用户权限登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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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上传临时表 

 

表 3: 班级表 

 

表 4: 成绩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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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设备反馈汇总表 

 

 

5. 关键技术 

5.1 服务集群部署 

该系统需要高要求的低延时服务，服务消费者(下位机)与服务提供者(Web 服务)，

做集群处理，形成 N 对 N，降低单一接口压力，与服务器压力，防止下位机数据延迟、堵塞、

丢失。系统扩展容易，随着系统业务的发展，下位机设备增加，当前的系统无法支撑新增服务，

那么给这个集群再增加节点即可。 

5.2 挑战/应答(Challenge/Response)方式 

基于挑战/应答(Challenge/Response)方式的设备接入服务器及 Web/APP 的登录身份

认证。 

起点装置接入服务器及 APP 登录，Web 端登录，每次认证时认证服务器端都给客

户端(起点装置/APP/Web)发送一个不同的"挑战"字串，客户端程序收到这个"挑战"字串后，做

出相应的"应答",以此机制而研制的系统。 

5.3 设备接入云的加密技术 

在物联网中设备接入，需要对设备进行身份验证，从而来做到云服务器的安全，如

图 15 所示，为该系统无线终端接入云服务器的认证与密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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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无线终端与云服务器的认证与密钥协商 

 

5.4 设备安全中的伪 AP 的防御策略 

Station 连接 AP 的过程如下图 16 所示，可知传输过程中有许多安全问题，针对安

全问题提出以下策略。 

 

图 16: 设备安全中的伪 AP 的防御策略 

 

伪 AP 的攻击步骤：进行持续 DoS 攻击，迫使用户设备与真实 AP 断开连接，然

后连上搭建的一个 SSID、密码以及加密方式都与真实 AP 相同的伪 AP，具体如下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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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伪 AP 的攻击步骤 

 

6. 实验结果 

整套设备由起点设备、终点设备、路由器三大部分组成，整体设备如实物图下图 18 所示。 

 

 

图 18: 设备总体实物图 

 

本系统是通过 CC1101 射频模块，将终点与起点设备进行通信，可检测到何时穿过起

点，何时穿过终点，以至于计算出其中的时间差作为该运动员的跑步成绩。该成绩计算完成后，

通过 ESP8266 模块将该成绩上传至服务器。在实现基本功能情况下，极大的解放了教师资源

与人力资源。 本文首先对 2.4GHz 与 433MHz 两个不同频段的模块进行调研；在对系统的硬

件模块与电路设计过程中，对开发平台与 MCU 进行介绍，将起点设备与终点设备的结构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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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图进行研究与阐述，并对其中所采用用过的三种协议（IIC 总线协议、SPI 总线协议、UART 

串口协议）、ESP8266 模块、CC1101 模块、光电传感器、音频模块进行研究与阐述；并且对

起点设备与终点设备程序部分进行设计，其中对服务端与客户端、服务器接口设计、数据库表

进行详细阐述；接着对系统性能进行测试，其中包括：接口性能测试、伪 AP 防御策略、传输

时延测试；最后进行实物测试与整体系统测试。 

 

7. 结束语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幸福感”从单一物质层面标准转移到

全方位标准。以“健康”为例，自上而下，从领导决策层到普通群众之间，人们对于体质健康

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健康中国理念，正在形成一种普遍共识，全面推进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

势在必行。  

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竞赛体系、体育产业等的构建，特

别是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以及体育训练体系的构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上述一切，都可以看出

对专业体育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大。  

与之同步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是必然趋势，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深入贯彻下，我国教育体

系对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将体质健康标准融入在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随着素质教育理念与健康中国理念的深入人心，其执行力度、专业性与严格性的发

展，也是必然趋势。  

以 433MHZ 无线通信为基础的短跑测试设备也由校园体育，逐渐转向职业(专业)体育赛

事，最终转向全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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