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科 生 毕 业 论 文（设计） 
 

 

 

题目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姓名/学号         程瑞琦/3110101367        

 

指导教师              汪凯巍              

 

年级与专业    2011 级  信息工程（光电）    

 

所在院系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诚信承诺书 

   

1.本人郑重地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

下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完成的。 

2.本人在毕业论文（设计）中引用他人的观点和参考资料均加以注释

和说明。 

3. 本人承诺在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和研究内容过程中没有抄袭他

人研究成果和伪造相关数据等行为。 

4. 在毕业论文（设计）中对侵犯任何方面知识产权的行为，由本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毕业论文（设计）作者班级    光电 1104 班    学号  3110101367   

 

 毕业论文（设计）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I 

摘 要 

本次毕业设计实现快速、准确的地面和障碍检测，为盲人出行提供高效辅助。

选用深度相机和姿态角传感器获取三维环境信息，本文对其工作原理进行了说明。

提出了一种地面和障碍检测的算法——图像边缘和区域边界辅助的区域生长法。

该算法的特点是，根据图像的边缘信息获取种子点，参考图像边缘信息和阈值控

制种子生长，根据区域边界信息对生长结果进行合并和排除筛选。 

本文展示不同高度、不同姿态的相机对不同环境中的地面和障碍的检测实验

结果。实验表明，基于深度相机和姿态角传感器的地面和障碍检测方法能够实现

较高的地面和障碍检测正确率。 

关键词：地面障碍检测，区域生长，盲人辅助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graduation design, the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ground 

and obstacles has been implemented, which provides the blind with efficient aid. The 

depth camera and the attitude angle sensor are used to acquire the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the principle of which i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A ground 

and obstacles detection algorithm, which is region growing method aided by image 

edges and region boundaries, is put forward. The features of the algorithm are choosing 

seed of growing by image edges, controlling growing by threshold and image edges, 

and combining or eliminating region by region boundaries. 

In the paper, ground and obstacles detection result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re 

presented, and the results are captured by camera that is at various heights and attitude 

angles. The experiments tell that ground and obstacles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depth 

camera and attitude angle sensor deserves to high accuracy of detection. 

Keywords: ground and obstacles detection, region growing, aid for the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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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视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最重要信息来源，人类从外界获得的信息中 80%

左右是从视觉系统输入的。由于视力障碍群体获取视觉信息的能力受限，他们的

日常生活和出行受到很大影响。 

现阶段，盲人的出行主要依靠一些传统手段，如：人员辅助、动物辅助或工

具辅助。正常人随时陪护盲人的日常行动是不现实的，而且将限制盲人行动的自

主性；部分犬种经过专业训练可以帮助盲人出行，但导盲犬训练成本较高，难以

大规模推广；传统的工具辅助主要是手杖，它探测范围较小，获取的信息十分有

限，无法为盲人提供充分的协助。现有的针对盲人的电子式辅助设备多基于超声、

红外激光等主动测距手段，提供的信息的十分有限，主要功能是检测障碍物的有

无和远近。 

在我国，视力障碍群体的规模是十分庞大的。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视力残疾人口数为 1233 万，占总残疾人口数的 14.86%
[1] ，

广大视障人士迫切需要高效、廉价的辅助设备。从残疾人事业的高度来说，如果

类似的盲人辅助设备能够推广开来，对提升视障人士的生活质量、自信心和尊严

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毕业设计，熟悉科学研究一般过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掌握数

字图像处理、面向对象编程等方面相关知识。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穿戴设备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

关注，盲人辅助技术突飞猛进，智能辅助设备不断涌现，有些产品也已经发展成

为商业产品[2] 。本节介绍国内外文献报道过的一些盲人辅助技术，重点关注用于

盲人辅助领域的测距技术和地面、障碍物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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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用于盲人辅助领域的测距技术 

电子式盲人辅助技术的发展，根本在于各种测距技术的不断进步。盲人辅助

要求测距技术有较高的刷新频率、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低廉的实现成本和便携的

设备体积，但对测距精度要求并不高。盲人辅助领域的测距技术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基于超声波和激光的主动测距技术，基于深度相机的主动测距技术，基于双

目立体视觉的被动测距技术。下文以国内外文献报道的盲人辅助设备为例，分析

各种测距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1.2.1.1 基于超声波和激光的主动测距技术 

基于超声波测距的盲人辅助技术以障碍探测为目标，利用发出超声波和接收

超声波的时间差获得障碍的距离，这类辅助技术研究起步早，产品种类多。上世

纪 80 年代流行的手持超声系统 Mowat Sonar Sensor，通过发射锥形波束探测 1 米

到 4 米范围内的障碍物[2]  。最近韩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超声辅助系统，它使用

八个超声探测器探测不同方向障碍物情况，并结合姿态传感器帮助盲人避障，更

新频率为 3-4 次/秒[3]  。超声波测距技术价格低廉、测距精度较高、不受光线等电

磁波干扰，然而缺点是空间分辨率低、刷新频率低、可扩展的功能单一。 

基于激光测距的盲人辅助技术，实现的功能与超声波测距类似。激光手杖利

用三角测距原理，可探测 4m 内的障碍[2]  。与超声波测距类似，激光测距技术显

著优势是测距精度较高，缺点是易受环境光的干扰、输出信息有限。与超声系统

相比，激光系统应用不多，这是因为激光系统价格较高，并且潜藏一定危害[3] 。 

基于超声波或红外激光波源的单点或线阵的主动式探测器，需要对物方视场

进行扫描才能获得覆盖整个视场的距离信息（深度信息）。 

1.2.1.2 双目立体视觉被动测距技术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技术的测距方法，能较好地改进超声波和激光等主动测距技

术的一些缺点。一般来说，双目立体视觉获得深度图像，包括如下过程：标定过

的两相机分别获得有视差的两幅图像，对两图像提取特征点，对两图像中对应特

征点进行匹配[4]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的测距技术空间分辨率较高、刷新频率高、

对环境光的抗干扰性强、探测范围较大。利用双目立体视觉产生的深度立体图像

不但可以实现避障，而且还能实现更复杂的模式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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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伦西亚理工大学开发了一款盲人辅助系统[2]  ，该系统结合了双目立

体视觉和红外激光测距两种方式获取环境三维信息。该系统可以探测静态、动态

目标和通路，根据危险程度分类障碍物，可以估计其位置、速度，运动方向。有

效测量范围为 0.5 到 15 米，水平视场角 64°。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技术获得深度信息的算法复杂，首先，特征点的匹配是一个

较难的过程[4] ，众多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快速且获得深度无效点少的双目视觉的

匹配算法。其次，缺乏特征点的图像难以获得致密的深度信息。而且深度图像的

获取效果依赖于相机标定是否准确，使用双目立体相机作为探测器的盲人辅助系

统，可能由于两相机位置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识别不正确的现象[5] 。双目立体视觉

算法对于处理模块的计算和存储要求较高，所以系统一般都使用电脑作为处理模

块。这一方面增大了使用成本，使得双目立体视觉的辅助系统系统难以大规模实

际推广使用；另一方面增大了集成的难度，系统体积较大，易用性不好。 

1.2.1.3 深度相机主动测距技术 

深度相机能克服以上两大类测距技术的缺点，不但可以一次性获得整个视场的

深度信息，而且处理算法简单、精度较高。根据工作原理不同，深度相机主要有

两种：一种基于 TOF（Time of Flight，飞行时间）原理，通过测量光脉冲的传输延

迟时间计算深度信息；另一种基于结构光编码技术，将编码过的红外激光图形投

射到视场，通过捕获到的图形形变确定深度信息[6] 。TOF 相机测距精确，但需要

高速的快门和感光芯片，其价格不菲；相比之下，结构光相机使用常见的红外激

光发射、衍射和感光模块，成本较低，得到了大规模应用[6] 。 

KINECT 作为一种新型的结构光相机，精度较高、分辨率高，探测范围大、刷

新频率高，能够同时得到深度图像和彩色图像，获取信息丰富。KINECT 不但在商

业应用上取得成功，而且为三维场景检测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工具和思路，现在

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重视[7] [8] [9] [10] 
。相对于双目立体视觉的距离传感器， 

KINECT 不需进行双目相机的标定、匹配等一系列工作即可获得三维信息，减轻了

工作量，简化了算法，为图像处理部分留下了更多空间和时间。 

1.2.2 基于深度图像的地面和障碍检测算法 

深度相机能够快速、简便地获取环境三维信息，成为研究人员对三维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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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识别、处理的有力工具。深度相机获取的深度图像是表征物体距相机实际距离

的集合，对深度图像中的地面和障碍的识别检测涉及图像分割领域。下文对国内

外文献报道的一些基于深度相机的地面和障碍物检测识别方法予以总结，并根据

使用效果分析部分方法的优缺点。 

1.2.2.1 基于已知的地面模型的地面检测 

预存地面深度模型，实时探测得到的深度图像与理论地面深度图像相减，可

以将地面和除地面之外的其他物体区分开来[11] 。该方法检测速度快，在避障机器

人中使用较为广泛，因为在通常的机器人应用中深度探测器的位置是确定的。盲

人辅助系统与以上避障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深度探测器与主体以及周围环境

之间的位置关系是相对不确定的，它随着使用者的佩戴位置和行动时的动作而变

化。 

基于地面模型的检测方法，是本次毕业设计进行地面检测的初选方案。通过

相机实时姿态推算理论的地面深度图像，对深度图中与理论地面深度差值小于阈

值的相应点检测为地面。如图 1.1 所示蓝色区域是用这种方法检测到的地面，背景

图是深度图像，灰度值高表示深度大、距离远。 

 

图 1.1 使用地面模型法进行地面检测的效果图 

由图 1.1 可以看出地面检测结果较杂乱、噪声大，而图示结果已经属于较好的

效果，对其他深度图像该方法可能检测不到地面。这种方法检测准确度较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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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得不到准确的地面模型。推算地面模型不仅需要相机姿态，而且需要相机

离地面的高度，而高度值恰恰是地面检测的结果。采取对图像中某些像素点进行

采样的方法预估高度值，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因为高度不准确，必然不能得

到准确的地面模型，所以地面检测效果较差。 

1.2.2.2 基于彩色和深度图像边缘融合的障碍检测 

由于深度相机一般可以同时采集到彩色图像，同时彩色图像和深度图像可以

做到视场上的一一对应，因此充分利用相机的两种图像的数据融合可实现更准确

的障碍检测。韩国研究人员分别提取彩色图像和深度图像数值边缘，并筛选两图

像中共有的边缘信息，实现障碍检测[10] 。仅在深度图中出现的突变元素可能是地

面远处有效深度值与无效深度值的边缘，仅在彩色图中出现的突变元素可能没有

深度变化只有颜色变化的物体，也可能是超出深度相机探测范围的物体。彩色图

像和深度图像的检测结果融合后，彩色图像帮助过滤掉了平地的信息，深度图像

帮助过滤掉了干扰项。 

基于彩色和深度图像边缘融合的障碍检测方法，是本次毕业设计进行障碍检

测的初选方案。对彩色和深度图像使用 Sobel 算子提取竖直方向边缘，对彩色和深

度边缘图进行阈值不同的二值处理，再对边缘图像进行框选，最终结果如图 1.2。 

   
图 1.2 使用彩色和深度图像边缘进行障碍检测的效果图 

可以看到该方法实际检测的是障碍边缘而非障碍物本身，当障碍物的边缘信

息不连续时，会检出多个分离物体。这种方法可以快速提取空旷背景中的障碍边

缘，但对较为复杂的环境中的障碍提取效果较差。 

1.2.2.3 基于区域生长方法的障碍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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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物在图像的灰度直方图分布不对应明显的峰、谷时，利用区域生长法

进行图像分割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区域生长法是从种子点开始，根据生长规则不

断递归聚集满足规则的点形成区域，从而实现图像分割的方法。实现效果较好的

区域生长，需要对种子点选择、生长规则等进行合理设置。 

对于红外图像中的明亮目标使用区域生长法进行分割识别，东南大学研究人员

将区域均值和方差作为区域生长准则[12]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图像边缘的

平均灰度作为区域生长准则[13] 。以上两种的生长方法，其种子点选择方法和生长

准则都较为简单，特别针对于识别红外图像中的亮点，所以无法直接将其应用到

深度图像的地面或障碍检测中。 

台湾大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缘分区和区域生长的图像分割方法[14] 。

该方法先确定边缘信息，将深度图像中的不连续点作为边缘点，并去除这些边缘

点。该方法的特点在于使剩下的所有像素都作为种子点，并开始单独的生长过程。

生长结果相同的种子点集合，定义为一个初始区域；以初始区域中最接近灰度均

值的点为标准，判断不属于初始区域的邻域点是否与前述点的灰度差值在阈值容

差范围内，如果在差范围内就将其纳入初始区域；不断进行递归运算，以此实现

初始区域的扩展。对最终的扩展结果按照离散程度分析，认为标准差较小的为障

碍物。该方法实现了图像的完全分割，但算法较为复杂，时间复杂度较高。 

1.3 研究方法和各章节内容安排 

1.3.1 研究方法介绍 

本次毕业设计集成深度相机 KINECT 和姿态角传感器 JY-901B，通过基于区域

生长法的地面和障碍物检测算法，对环境中的地面和障碍预警提示。 

为了兼顾 KINECT 硬件要求和实际使用的便携性，本研究使用一台 Windows 8

笔记本电脑作为处理核心模块。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 进行开发，并在 C++语言

环境下利用 OpenCV 2.4.11 和 Kinect for Windows SDK 2.0 进行编程。 

地面和障碍识别预警流程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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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障碍和地面识别预警流程 

从深度相机采集数据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具体为：对深度图像和彩色图

像进行视场配准，对深度图像采取空间域滤波处理，对彩色图像进行时间域的滤

波处理。在图像预处理完成后，将姿态角传感器采集到的姿态角数据与深度相机

采集到的深度数据结合，获得世界坐标系下的三维信息。根据世界坐标信息，首

先进行基于区域生长的地面检测，而后对剩余部分进行基于区域生长的障碍检测。

一帧图像检测处理完成后，根据条件决定是否输出提示信息。当进行提示信息输

出时，将提取到地面和障碍物信息，按照空间位置进行优先级分类，转换成相对

应的文字信息或图像信息输出。 

1.3.2 论文章节安排 

本小节简要介绍本文各章节的内容安排。 

第二章主要介绍世界三维坐标信息的获取。首先，说明本次毕业设机采用的两

款传感器KINECT和 JY-901B的概况和性能参数。其次，说明从KINECT和 JY-9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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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得到世界三维坐标的处理方法。最后，对三维坐标图像的滤波降噪处理进行

简要介绍。 

第三章主要介绍基于区域生长的地面和障碍检测算法。分别介绍地面和障碍检

测中的种子点获取方法、生长规则、生长区域的合并和排除方法以及区域优先级

排序方法。 

第四章主要介绍地面和障碍检测结果的输出。说明检测算法所用的数据结构，

障碍和地面的文字转换方法和地面的俯视图输出方法。 

第五章主要介绍检测算法在实际环境中的性能测试结果。 

第六章主要介绍本次毕业设计的结论，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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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三维信息的获取 

为了获取环境的三维立体信息，本次毕业使用 KINECT 传感器获取环境的深

度信息，也即环境中的物体距 KINECT 的水平距离。为了适应使用者携带 KINECT

时会使传感器产生姿态变动这一特点，使用 JY-901B 姿态角传感器探测 KINECT

的实时姿态角。 

2.1 KINECT 工作原理和测量误差 

KINECT for Windows V2是微软于 2014年夏天推出的一款具备RGB-D相机功

能的体感游戏及相关应用的开发工具，可以同时获取整个视场内的彩色图像（RGB

图像）和深度图像（D 图像），还可以获得声音、人体骨骼、红外图像等多种环境

信息[15] 。图 2.1 是本次毕业设计使用的 KINECT for Windows V2 外观图，它使用

12V/2.6A 的直流电源供电，配合移动电源能够实现便携性。 

 

图 2.1 KINECT for Windows V2 主机外观图 

KINECT 深度传感器由红外激光器、衍射光栅和 RGB 相机组成[16] ，它基于

PrimeSense 公司的 Light Coding 技术[6] ，能够一次获得整个视场的深度信息，而

不需要对视场进行扫描。 

由于KINECT设计初衷为体感游戏设备，所以其输出图像为实际场景的镜像，

图 2.2 和图 2.3 分别是 KINECT 采集的 RGB 图像和 D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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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KINECT 拍摄的 RGB 图像 

 

图 2.3 KINECT 拍摄的 RGB 图像 

D 图像中每个点的灰度值表示物体的深度值，KINECT 使用 13 位数表示一个

像素的深度值，有效数字精确到毫米。根据实际测量验证，KINECT 能够探测到的

物体深度范围为 500mm-8000mm，此范围外的物体及一些不能探测到的物体（如

黑大理石砖等反射率低的物体）在 D 图像中灰度值为 0。由 KINECT SDK 中的函

数，可以得到深度相机部分光学参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KINECT for Windows V2 深度相机的部分性能指标 

水平视场角 70.6° 

垂直视场角 60.0° 

深度图分辨率 512×424 

数据刷新频率 30 帧/秒 

为了探究 KINECT 测距精度，对于 500mm 到 8000mm 范围内的多个距离物体

使用 KINECT 进行测距，测试中还使用便携式激光测距仪测量物体的实际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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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绘制了物体实际深度和的 KINECT 测量深度的关系曲线，图示离散点的直线

拟合斜率和相关度 R
2 都十分接近于 1，这证明 KINECT 深度测距的线性度很好。 

 

图 2.4 KINECT 测量深度 D 与物体实际深度 d 拟合曲线 

图 2.5 绘制了 KINECT 测距的相对误差，由曲线图可以看出 KINECT 测距误

差较小，在整个量程范围内测量相对误差都控制在 1.5%以内。 

 

图 2.5 KINECT 测量深度相对误差与物体实际深度 d 曲线 

根据实际测试结果，KINECT 深度相机的距离测量误差较小，而且线性度良好，

完全能够满足盲人辅助应用的测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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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姿态角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JY-901B 姿态角传感器的核心模块是运动感知芯片 MPU6050，其中的三轴

MEMS（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微机电系统）陀螺仪能够测量角速度，

三轴 MEMS 加速度计能够测量线加速度[17] 。图 2.6
[17] 为 MPU6050 芯片 X、Y、Z

三轴取向和绕轴旋转的正方向，线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数值以图示方向为正向。 

 

图 2.6 MPU6050 模块三维坐标系取向 

除 MPU6050 中包含的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JY-901B 模块中还含有三轴

磁场计测量地磁数值，所以 JY-901B 也被称为九轴姿态角传感器。 

MPU6050 芯片测得的角速度和线加速度数据经过外围处理器的运算，可解算

出模块实时姿态角绕 X 轴旋转的角度 a、绕 Y 轴旋转的角度 b 和绕 Z 轴旋转的角

度 c。模块遵循 Z-Y-X 的旋转顺序解算姿态角，所以 a、b、c 三个角度的意义是，

初始姿态的模块先绕 Z 轴旋转角度 c，再绕 Y 轴旋转角度 b，最后绕 X 轴旋转的

角度 a，成为输出姿态角时刻的模块[18] 。初始状态是指模块坐标系为东-北-天坐标

系[18] ，模块坐标系的 X 轴与地球椭球长轴重合（指向东向），模块坐标系的 Y 轴

与地球椭球短轴重合（指向北向），模块坐标系的 Z 轴与地球椭球法线重合（指向

天向）[19] 。地磁数据的作用是对角度 c 进行滤波校正，保证该角度的准确。 

JY-901B 模块姿态角测量精度为 0.01 度[18] ，最高刷新频率为 200Hz
[20] ，其精

度和速度可以满足盲人辅助技术的应用要求。JY-901B 的三维坐标轴取向由

MPU6050 的三维坐标取向确定，图 2.7 为所用的 JY-901B 模块外观以及对应的 X、

Y、Z 三轴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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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JY-901B 模块和对应的坐标系三轴取向 

将 JY-901B 和 KINECT 固定连接，即可根据姿态角模块的姿态确定 KINECT

的实时姿态。计算机通过 UART-USB 转换模块连接 JY-901B，实时获取 KINECT

的上下俯仰、左右摇摆姿态角数值，从而确定相机和世界坐标系的关系。除姿态

角数据之外，JY-901B 模块携带的各种传感器可以获得温度、气压、海拔等多种物

理量。 

2.3 环境三维信息预处理 

2.3.1 基于时域修复的 RGB 图像和 D 图像视场配准 

如图 2.2 和 2.3 所示，从 KINECT 相机获得 RGB 图像和 D 图像的视场角和图

像分辨率都是不同的。KINECT SDK 提供的方法 MapDepthFrameToColorSpace 可

实现 D 图像和 RGB 图像的视场配准，由该函数可以得到 D 图像中的有效像素点

与 RGB 图像中的对应点的映射关系。D 图像中的无效像素点无法对应 RGB 图像

中的像素，这会造成的映射后 RGB 图像不完整，如图 2.8 所示。 

 

+Y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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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未经修复的与 D 图像视场配准的 RGB 图像 

为此，本研究使用时域修复方法，对 RGB 图像进行修复。当某帧 D 图像某像

素无法对应 RGB 图像中某点时，使用该像素前一帧的映射关系代替当前帧的映射

关系。得到修复后的映射关系后，依据该映射关系获得与 D 图像视场相匹配的 RGB

图像。如图 2.9 即为修复之后的 RGB 图像，图章可以看出即使深度图像中有较多

无效点，仍能获得完整的彩色图像。 

 

图 2.9 与 D 图像视场配准的 RGB 图像 

2.3.2 世界坐标数据获取 

实现有效的障碍和地面识别，不但需要深度图像即环境中的物体与相机沿光轴

方向的距离，而且需要物体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数值。为了获取物体的世

界坐标系下的坐标数值，则需要获得其相机坐标数值以及相机的实时姿态角。 

相机坐标系(Xc,Yc,Zc)，以相机深度值的基准面中心为原点，以光轴负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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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相机的光线传播方向相反）为 Z 轴正向，以垂直于相机上（下）平面向上的

方向为 Y 轴正向，根据右手坐标系的规则确定 X 轴。 

世界坐标系(Xw,Yw,Zw)，以相机深度值的基准面中心为原点，以相机坐标系 Z

轴正向在水平面的投影为 Z 轴正向，以垂直于水平面向上的方向为 Y 轴正向，根

据右手坐标系的规则确定 X 轴。 

将 JY-901B 和 KINECT 两传感器以可靠的位置关系固定连接，JY-901B 和

KINECT 的坐标系关系随之确定。表 2.2 展示 JY-901B 的三维坐标系(Xa,Ya,Za)与

KINECT 的相机坐标系(Xc,Yc,Zc)的对应关系以及 JY-901B 的东-北-天坐标系

(Xb,Yb,Zb)与 KINECT 的世界坐标系(Xw,Yw,Zw)的对应关系。 

表 2.2 JY-901B 坐标系与 KINECT 坐标系的对应关系 

KINECT 坐标系 大致空间指向 JY-901B 坐标系 

Xc 左方 -Xa 

Yc 上方 Za 

Zc 前方 Ya 

Xw 左方 — 

Yw 上方 Zb 

Zw 前方 — 

表中的大致空间指向是指人与相机拍摄方向一致时，坐标系正向的大致空间指

向。根据前文所述世界坐标的定义，KINECT 的世界坐标系中 Xw 和 Zw 分量，不

与 JY-901B 的东-北-天坐标系中 Xb 和 Zb 分量对应。 

使用 KINECT SDK 中提供的方法 MapDepthFrameToCameraSpace，可以得到 D

图像中所有有效点的相机坐标数值(Cx,Cy,Cz)。设姿态传感器的姿态角数值为 a、b

和 c，那么相机坐标系下的某点(Cx,Cy,Cz)先绕 Xc 轴旋转 α= -a，再绕 Yc 轴旋转 β 

= c，最后绕 Zc 轴旋转 γ = b，将得到该点在世界坐标系下的数值(Wx,Wy,Wz)。将

相机坐标(Cx,Cy,Cz)先后与绕 X、Y、Z 轴旋转的旋转矩阵相乘，即得到世界坐标

(Wx,Wy,Wz)
[21] ，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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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sin 0 cos 0 sin 1 0 0

sin cos 0 0 1 0 0 cos sin

0 0 1 sin 0 cos 0 sin cos

   

   

   

         
        

         
                

Wx Cx

Wy Cy

Wz Cz

 

由于前述的 KINECT 世界坐标系和 JY-901B 东-北-天坐标系的对应关系，不考

虑相机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旋转的偏航角 β，也即在上述公式中令 β = 0。对 D 图

像中所有像素点都按本方法进行计算，得出世界坐标数值(Wx,Wy,Wz)，坐标值以

mm 为单位。 

将得到的世界三维坐标中的高度分量 WyYw绘制成 Y 图像，深度分量 Wz 绘

制成 Z 图像，宽度分量 Wx 绘制成 X 图像。三个图像的 256 级灰度值即表示该像

素对应的物体在世界坐标(Xw,Yw,Zw)上投影的数值。 

2.3.3 X、Y、Z 图像滤波降噪 

深度相机无法对视场边角、超出量程范围以及反射率低的物体，因此 X、Y、

Z 图像存在较多无效点噪声，而且存在随时间变化[22] ，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未经降噪处理的 Z 图像 

所以在对图像进行识别和处理之前需要对图像进行滤波处理。采用空域四邻

域滤波对图像填补空洞、去除孤立点，对图像的 i 行 j 列像素 β(i,j)进行修复。当 β(i,j) 

为 0 且 β(i,j-1)、β(i,j+1)非 0 时，令 β(i,j) = (β(i,j-1)+β(i,j+1))/2；当 β(i,j) 为 0 且 β(i-1,j)、β(i+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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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0 时，令 β(i,j) = (β(i-1,j)+β(i+1,j))/2。当 β(i,j) 非 0 且 β(i,j-1)、β(i,j+1)为 0 时，令 β(i,j) = 0；

当 β(i,j) 非 0 且 β(i-1,j)、β(i+1,j)为 0 时，令 β(i,j) = 0。 

对图 2.10 执行上述操作，得到的结果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经降噪处理的 Z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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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区域生长的地面和障碍检测算法 

为了给盲人提供有效的出行辅助，应该对环境中的障碍进行预警，对可通行

的通路进行指示。对世界坐标分量形成的 Y 图像进行图像处理，提取地面；对世

界坐标分量形成的 Z 图像进行图像处理，提取障碍物。 

为实现水平地面和障碍检测，本次毕业设计提出图像边缘和区域边界信息辅

助的区域生长法。总体步骤与普通的区域生长方法一致，包括种子点选择，区域

生长，生长结果合并和排除。之所以将本方法称为图像边缘和区域边界信息辅助

的区域生长法，是因为种子点选择和区域生长过程结合图像的边缘信息，而且生

长结果的合并和排除过程考虑生长结果的边界信息。 

3.1 水平地面的检测算法 

水平地面检测，是指提取 KINECT 采集的深度图像中属于水平地面的部分，

对于为使用者提供通路指示是十分必要的。对已经滤波处理过的 Y 图像进行边缘

信息辅助的区域生长，得到若干灰度值接近的区域（即若干水平面），再经过区域

合并和排除，最终得到水平地面的信息。本节将主要介绍用于水平地面检测的区

域生长算法，水平地面检测主要包括生长初始化、区域生长、区域合并和排除。 

3.1.1 生长初始化 

Y 图像进行预处理。由于只需要在水平面（Yw=0）以下的区域进行水平地面

检测，所以只保留 Y 图像中像素值小于 0 的点，对其他像素点清零处理。 

对处理过的 Y 图像使用 Sobel 算子进行水平和竖直方向的一阶边缘提取。虽

然 Y 图像已经过滤波降噪，但仍存在一定噪声，特别是地面对应的区域。这会使

边缘图中出现较多细微边缘，所以需要对边缘图像进行阈值二值化处理。灰度值

大于阈值的像素二值化为 1，否则二值化为 0。根据反复测试，对于 256 灰度级的

边缘图像选择 50 作为阈值比较合适，既能去除细小边缘，又能保持主体边缘轮廓。 

对整个图像平均分为 8 行 8 列共 64 块区域，在每个区域中随机选取一点作为

区域生长的种子点，生成随机数的种子根据系统时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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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图像边缘信息辅助的区域生长 

生长阈值 δ 是生长过程中判定待考察的邻域点与已在区域内的中心点是否属

于同一区域的基本条件。δ偏大导致区域过生长，δ偏小则导致区域生长结果细碎。

为了权衡二者，该值在程序调试过程中确定，对于 256 灰度图像生长阈值 δ选为 5，

生长效果较好。 

开始生长前，判断得到的每个种子点 Gs 是否满足以下条件：①Gs 不是二值

边缘点，②Gs 还未被划分到任何区域，③Gs 灰度值与 0 差值大于生长阈值。当全

部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时，可以令中心点 G = Gs 开始一次区域生长；否则，退出本

次生长，考察下一个种子点。 

中心点 G 像素值为 h，种子点的像素值为 hs，访问 G 像素点的四邻域像素 Gi，

该像素的高度为 hi，考察如下四个条件是否满足：①Gi 不是二值化边缘点，②Gi

在本次和其他种子点的生长中未被划分到任何区域，③Gi 在本次生长中未被访问

过，④|hi-hs|<δ。下面根据四个条件是否被满足（即四个命题的真假情况），对 Gi

进行相应处理： 

（1） 当①②③④均为真时，将 Gi 记为与 G 属于同一区域。更新区域像素值

平均值，区域点数增一，更新区域内 Zw 分量（深度值）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2） 当①②③为真且④为假时，将 Gi 记为区域边界点。边界点数增一。 

（3） 当②③为真且①为假1时，将 Gi 记为区域突变边界点，即正在生长的区

域遇到灰度突变而形成边界。边界点数增一，突变边界点数增一。 

（4） 当③为真且②为假时，将 Gi 记为接壤边界点，即正在生长的区域与已

经生长成的区域接壤而形成边界。记录接壤边界点所在的区域和对应

的接壤边界点数。 

（5） 当 Gi 是图像边框上的点时，将 Gi 记为区域突变边界点，遇到与本条

相悖的情况，执行本条处理。 

（6） 对于四个命题的其他真假情况不作反应。 

对与中心点 G 属于同一区域的所有邻域点 Gi，令 G = Gi，即让 Gi 作为新的中

心点 G 按照以上步骤验证其四邻域的情况。直到没有像素点可供处理，此时一次

                                                        
1 因为④自然为假，所以此处不检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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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结束，种子点 Gs 已经长成一片区域。对当前区域的所有接壤边界点按照其所

在的区域进行频次统计，将出现次数最多的 4 个区域认定为与当前区域接壤的区

域。统计接壤区域是为后文的区域合并做准备。 

对得到的所有种子点重复以上步骤，Y 图像中将产生若干平面。 

3.1.3 区域边界信息辅助的生长结果合并和排除 

根据区域点数，对生长得到的区域进行初步排除筛选，排除点数小于阈值的

区域。根据程序调试结果确定最佳阈值，取 256δ为点数阈值，其中 δ为生长阈值。 

对生长得到的区域进行合并。考察任意两个区域的接壤关系，当两个接壤图

像的灰度均值差小于 2δ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合并。同时更新区域特征值，包括

区域点数、各种边界点的点数及接壤区域等信息，标记合并之后的点数最多的区

域。 

根据区域的边界信息对区域进行第二轮排除筛选。点数最多的平面直接通过，

不需筛选，考察如下两个条件。 

（1） 考察每个区域的比例值 /E m n ，其中 m 为区域的突变边界点数，n

为区域边界点数。当E大于阈值 0.2 时，认为该检出区域是水平面；否

则，认为该检出不是水平面，应予排除。 

（2） 考察每个区域的 Zw 最大值和最小值，当区域内的 Zw 极差大于阈值

50mm 时，认为该区域是水平面；否则，不是水平面，应予排除。 

这一步筛选对于水平地面的正确检出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种子点的选择机制，

种子点自然会出现在图像中地面之外的区域。那么，区域生长结果中就会存在各

种非水平面，他们与平面的特征一致——区域内高度值 Yw 相近，例如雨伞的弯

曲斜面、墙的竖直面等，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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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未经筛选的地面检测结果中包含了墙面区域 

而仅依靠第一轮点数是筛选，无法将图 3.1 中的这些非地面区域排除，所以针

对这些平面突变边界点少、Zw 值极差较低的特点，采用以上两条判据对区域进行

筛选。当两条判据均认定为水平面时，该区域得到保留；否则，将其排除。 

经过以上合并和排除过程后，图像中存在的区域为水平面。将区域下沿与图

像下边框距离在一定阈值之内的区域判定为使用者所在区域，认定该区域为地面。

在后文第四章的通路提示中，根据所在平面占图像区域的比例确定可否通行。对

于其他平面，具有较大的高度绝对值的平面拥有较大的优先级，在后文第四章的

提示中，按照优先级由大到小的顺序逐个提示其余各个水平面。 

3.2 障碍物的检测算法 

障碍物检测，是指提取 KINECT 采集的深度图像中属于障碍物的部分，对于

为使用者提供障碍预警是十分必要的。对已经滤波处理过的 Z 图像进行边缘信息

辅助的区域生长，再经过区域排除，最终得到障碍的信息。本节将主要介绍用于

障碍物检测的区域生长算法，障碍检测主要包括生长初始化、区域生长、区域排

除。 

3.2.1 生长初始化 

Z 图像进行预处理。对处理过的 Z 图像使用 Sobel 算子进行水平和竖直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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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边缘提取，并按照 3.1.1 节中 Y 图像边缘二值化的方法对 Z 图像边缘二值化。 

由于障碍物大小位置的不确定性，障碍生长中的种子点选择不采用地面生长

中的分块随机方法，而是根据 Y 图像的二值边缘确定种子点分布。对整个图像按

照行间距 h 的密度行扫描，待扫描行平均分布在整个图像中，并且避免与图像边

框重合。在行扫描中遇到边缘则在该位置设置分段断点，一次行扫描结束得到该

行断点集合，将一行的左右端点加入断点集合，取每两个相邻断点的中点作为种

子点。行扫描的间距设置为 h=25 较为适宜，该数值设置过大导致某些较小障碍无

法检测到，该数值设置过小使得种子点选取重复。 

3.2.2 图像边缘信息辅助的区域生长 

在 Z 图像中去除在平面检测中已经检出的平面，避免重复检测。障碍检测中

的区域生长算法流程与地面检测中的一致，下面仅将障碍生长中的不同之处予以

说明。 

与平面的区域灰度特征不同，同一障碍物体在深度值上并不一定存在严格一

致性；故生长时，在停止条件上采用宽松的生长阈值 δ’控制，其中 δ’=2δ。 

地面生长中关于区域边界点和区域突变边界点的判定，不再适用于障碍生长。

仍然考察 3.1.2 节所列的①②③④四个条件，对 3.1.2 节所列处理规则替换成如下

几条： 

（1） 当①②③④均为真时，将 Gi 记为与 G 属于同一区域。更新区域像素

值平均值，区域点数增一，更新区域内 Xw 分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当①②③为真且④为假时，记为区域边界点，边界点数增一。特别地，

当 G 像素值 h 与 Gi 的像素值 hi 满足|hi-hs|<δ 时，记为区域连续边界

点，连续边界点数增一。 

（3） 当②③为真且①为假时，将 Gi 记为边界点，边界点数增一。 

（4） 当③为真且②为假时，将 Gi 记为接壤边界点，记录接壤边界点所在的

区域和对应的接壤边界点数。特别地，当|hi-hs|<δ 时，记为区域连续

边界点，连续边界点数增一。 

（5） 对于四个命题的其他真假情况不作反应。 

生长结束后，将在 Z 图像中得到若干障碍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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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区域边界信息辅助的生长结果合并和排除 

对生长得到的区域进行合并。考察任意两个区域的接壤关系，当两个接壤图

像的灰度均值差小于 2δ’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合并。同时更新区域特征值，包括

区域点数、各种边界点的点数及接壤区域等信息。 

根据区域点数，对生长得到的区域进行初步排除筛选，排除点数小于阈值的

区域。根据程序调试结果确定最佳阈值，取 256δ为点数阈值。 

根据区域的边界信息，对区域进行第二轮排除筛选。考察每个区域的比例值

' '/ 'E m n ，其中 'm 为区域连续边界点数， 'n 为区域边界点数。当 'E 小于阈值 0.5

时，认为该检出区域是障碍物；否则，认为该检出不是障碍物，应予排除。 

这一步筛选对于障碍物的正确检出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种子点的选择机制，

种子点自然会出现在图像中障碍之外的区域。那么，区域生长结果中就会存在各

种非障碍物，例如走廊侧边和墙面和天花板等。这些检出物的连续边界点多，针

对该特点对区域进行筛选。不采用地面检测中的突变边界点比例作为排除的标注，

因为突变边界比例这一约束条件不够强。和 Y 图像中的地面区域边界有较多二值

边缘不同，Z 图像中的一些障碍物边界灰度变化不剧烈，所以其边界不存在二值边

缘点。所以为了描述障碍的边界情况，需要采用更强的描述条件——边界（不）

连续点所占比例筛选检出的障碍物。 

经过以上合并和排除过程后，图像中存在的区域为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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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面和障碍检测结果的输出 

上一章对地面和障碍检测算法进行了说明，对 Y 图像和 Z 图像进行相应操作

得到地面和障碍在图像中的分布和参数信息。本章主要介绍将地面和障碍信息由

图像转换为使用者可接受的文字信息以及俯视图信息的方法。 

4.1 存储地面和障碍的数据结构 

在编程中，使用轮询方法从 KINECT 中获取图像信息，获取一帧即处理一帧。

Y、Z 图像及其边缘图像和生长结果图像，都利用 OpenCV 提供的容器 Mat 保存。 

定义类 imagegrow，包含地面和障碍生长相关函数及存储中间和结果信息的变

量，该类的定义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地面和障碍物生长过程的数据结构 

在生长过程中，先进后出的堆栈 que 用于存储满足同一区域条件而待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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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域点。开始生长时，将种子点压入堆栈，堆栈为空时，一次生长结束。实际上，

使用先进先出的队列也能完成实现功能，使用队列相当于对种子点为根的树的进

行广度优先遍历，使用堆栈相当于对种子点为根的树的进行深度优先遍历。 

vector容器 sregion_g和 sregion_o分别用来存储地面的 region和障碍的 region，

不使用普通数组而使用 vector 储存 region 结构的原因，是 region 创建的数目和最

终保留的数目是不确定的，使用 vector 可以实现动态容量的数组。 

结构 region 保存一个地面或障碍区域的参数，包括种子位置、区域点数、区

域平均灰度值、区域边界点数、区域突变（不连续）边界点数和接壤区域等。 

数组 num 保存地面和障碍在图像中的分布情况，其画布大小与 Y、Z 图像大

小相同，像素点数值表示地面平面或障碍物的序号。 

以经过视场修复配准的 RGB 图像为基底，根据检测结果将图像中的地面填充

为高度对应伪彩色，将图像中的障碍按照深度大小进行伪彩色的框选。具体的地

面和障碍物的图像输出表示如图 4.2 所示。 

 

图 4.2 地面和障碍物检测结果的图像表示 

框选障碍的边框颜色依照障碍的深度平均值分为四档：1m 之内的物体为红色

框，1-2m 之间的物体为黄色框，2-4m 之间的物体为蓝色框，4-6m 之间的物体为

绿色框，6m 以远的物体不框选。按照蓝-绿-红对应地面离相机由近到远的关系，

形成对地面的填充的伪彩色。图中的粗线框为中间区域的障碍，细线框为左右两

侧的障碍物，障碍左、中、右位置的定义在下节中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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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面信息的图像输出 

对于检测到的地面形成俯视图信息，配合触摸板可以实现地形的触摸感知。

图像视场下沿连接的平面或距离最近的平面标记为使用者现在所在水平面，确认

所在平面为通路。将 Y 图像中的地面通路像素点，根据其 Xw 和 Zw 数值绘制到

X-Z 平面中，得到地面俯视图。根据障碍的位置，去除障碍及以远的地面通路，得

到通路的俯视图。如图 4.3 所示，是图 4.2 环境中的地面通路投影俯视图像，图中

的绿色像素表示地面区域。 

 

图 4.3 地面在 X-Z 平面的投影俯视图 

坐标原点位于图 4.3 的下边框中心，水平方向 X 轴，竖直方向为 Z 轴。图 4.3

仅展示了光轴左右两侧各 1 米、相机前方 2.4 米范围内的地面通路分布。 

4.3 障碍和地面检测结果的文字输出 

对检测到的如图 4.2 的图像信息，需要进行进一步识别解读，形成可供使用者

理解的文字信息，进而可以被转化为声音信号。由于图像信息可达到每秒多帧，

而文字或俯视图输出不需要这样快的速率，所以在使用时可灵活设置每隔若干帧

执行输出操作。 

根据 2.3.2 节确定的世界坐标系的坐标值，将图像分为左上、左下、右上、右

下、正上和正下六个区域。人体的宽度设为 2w = 1000mm，将视场中世界坐标水

平线（Yw=0）以上的部分定义为上部，下方定义为下部；X 图像中间部分，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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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w<XwXw<w 的像素集合，称为中部；按照面向环境的方向，中部两侧分别为左

部和右部；由于使用者携带相机的位置是可能不断变化的，前述六个方位并非大

小相同，也并非同时存在。 

对障碍物的处理。将框选出的障碍物按照深度平均值 g 排序，位于较近位置

的具有较大的优先级，在形成文字输出时首先提示。同时，根据障碍物左部、右

部、中部的方位位置，对障碍物进行优先级的排序。当障碍物存在中部像素点，

即像素点在上文确定的中部范围内，认定障碍物是中部；否则，根据图像镜像的

特点，在图像左部的障碍物认定为实际空间中右方的障碍，反之亦然。对于障碍

物来说，中间区域的优先级高，两侧的优先级低。障碍的文字提示信息包括障碍

的方位、距使用者的距离和障碍宽度。 

对地面的处理。对通路俯视图以远点为中心，以 Z 轴为起始边，分别旋转±5°、

±15°、±25°和±35°得到 8 条分界线。这八条分界线形成了七个区域，分别对应实际

环境中的前方、左（右）10 度方向、左（右）20 度方向和左（右）30 度方向。通

过对七个区域内地面点数的多少的排序，确定实际的通路方向。 

将得到的障碍信息和通路信息按照障碍-通路的顺序输出文字，在障碍和通路

信息中，按照优先级高低确定信息提示先后。例如在图 4.2 的环境下，输出的文字

信息为如图 4.4 所示。 

 
图 4.4 地面和障碍物检测结果的文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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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结果及分析 

本次毕业设计研究的识别通路和障碍的盲人视觉辅助系统，输出内容包括图

4.2 所示的障碍和水平地面的图像输出、图 4.3 所示的地面 X-Z 平面俯视图输出和

图 4.4 所示的障碍预警和通路提示的文字输出。 

识别算法的处理速度能够满足实际应用要求，在主频为 3.30GHz 的计算机1上

测试，每帧处理耗时为 78 到 94 毫秒，系统可到达 10 帧每秒的刷新频率。 

为了验证算法的识别准确率，对室内外、白天黑夜等各种环境中的地面和障

碍检测效果进行测试，下文按照类别进行分析讨论。 

5.1 地面检测效果 

相机放置在不同高度、具有不同滚转角（绕 Zc 轴的旋转角）和俯仰角（绕

Xc 轴的旋转角）时，对水平地面检测效果进行测试。为了清晰展示地面检测结果，

本节的图像中未框选障碍物信息。 

5.1.1 相机位于不同高度时的地面检测 

当相机位于距离地面不同高度的位置时，地面检测的结果如图 5.1，地面的颜

色由蓝到绿到红对应地面离相机由近到远。图 5.1 a、b、c 和 d 分别是相机位于约

0.4m、0.6m、0.8m 和 1.1m 高度时地面检出情况，此时相机姿态存在较小的滚转角

和俯仰角。 

   
a)                                    b) 

                                                        
1 测试所用计算机使用的 CPU 为 3.30GHz 主频的 Intel Core i3-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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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图 5.1 相机在不同高度时的地面检测结果 

由图 5.1 可以看出，在室内复杂环境下，水平地面检测没有包括地面以外的

椅子、柜子、墙面和杂物等物体，各种高度下地面都可以较好地被检测出来。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图 5.1 d 中桌子平面也被检测出来，之所以没有将其排除是因

为桌面所代表的平面在其他环境中可能是地面（如上楼梯时的平台平面），在进行

通路提示时并不会将桌面转换为通路，所以桌面的检出不影响地面检测效果。 

从图 5.1 a 可以看出，地面有至少两块生长结果拼接而来，这证明地面生长的

合并机制是有效的。进行合并后，在通路确定时，可以认定两个区域都是通路。 

5.1.2 相机位于不同姿态角时的地面检测 

当相机置于不同的姿态位置时，地面检测的结果如图 5.2，图 5.2 a、b、c 是

相机位于 0.6m、0.6m 和 0.8m 高度时地面检出情况，此时相机姿态存在较大的滚

转角和俯仰角，其中图 5.2 a、b 的滚转角符号相反；图 5.2 d 是相机位于约 0.5m

高度处的地面检测结果，此时相机滚转角和俯仰角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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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5.2 相机在不同姿态角下的地面检测结果 

由图 5.2 可以看出，在相机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存在较大的旋转角度时，仍

然能够检测到各种不同高度的地面。图 5.2 a 和 b 是复杂环境下的地面检测结果，

图中处地面平面之外的物体没有被误检测。图 5.2 c 和 d 是对走廊环境的地面检测

结果，对平缓弯曲的伞面并没有产生误检测，地面检测结果正确。 

 

在室内外的反复实验表明，对存在水平地面的深度图像，算法对地面的检出

率达到 95%以上。 

5.2 障碍检测效果 

为了检验系统对障碍的检测效果，将相机放置在不同高度、具有不同滚转角

和俯仰角的条件下，对不同大小和距离的物体进行障碍检测。4.1 节已经说明，将

障碍物依照其距离分为四类，为了清晰展示某一个距离范围内的障碍物，在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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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中不对该范围之外的障碍物框选。 

5.2.1 相机前 1 米以内的障碍物检测 

对 1 米内的障碍物检测结果，如图 5.3 a、b 和 c 所示。可以看到不论是地面

上还是空中的障碍，不论是较小的玩偶还是较大的人体障碍，均能进行有效检测。

图 5.3 c 展示的是位于使用者行走通路两侧的小红帽和隔板，二者用细方框标出，

表示他们是不阻挡通行的左、右侧障碍物。 

     

a)                                    b) 

 
c) 

图 5.3 距离在 1 米以内的障碍物检测效果 

5.2.2 相机前 1 米到 2 米的障碍物检测 

对 1 米到 2 米范围的障碍物检测结果，如图 5.4 a、b 所示。图 5.4 a 展示对距

离使用者约 1.6 米处的雨伞障碍检测的图像框选和文字预警信息，图 5.4 b 展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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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使用者 1.9 米处墙面的障碍检测图像。 

   

a) 

 

b) 

图 5.4 距离在 1 米到 2 米的障碍物检测效果 

图 5.4 表明对雨伞一类的曲面物体和占图像大面积的墙面障碍物的检测是正确

的。同时，障碍检测算法不会将和雨伞同样深度的侧面墙壁检测为障碍物，这表

明区域生长的排除机制是有效的。 

5.2.3 相机前 2 米到 4 米的障碍物检测 

对 2 米到 4 米的障碍物检测结果，如图 5.5 a、b 所示。图 5.5 a 展示对距离使

用者约 2.5 米处的花坛障碍检测的图像框选结果，图 5.5 b 展示距离相机约 3.5 米

处的障碍检测图像和文字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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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5 距离在 1 米到 2 米的障碍物检测效果 

根据图 5.5 a 所示结果，虽然花坛高度较低，但是仍然能够被正确检测为障碍。

图 5.5 b 中，相机放置在离地面约 0.3 米处，能够正确、完整地检测前方人体为障

碍，检测效果不受逆光影响。 

5.2.3 相机前 4 米到 6 米的障碍物检测 

对 4 米到 6 米的障碍物检测结果，如图 5.6 a、b 和 c 所示。图 5.6 a 展示对距

离使用者约 5 米处的人物目标的框选结果，图 5.6 b 展示楼梯中 4 米到 8 米距离范

围的台阶的障碍检测图像，图 5.6 c 展示对距离使用者约 5 米处的人物目标的框选

结果和文字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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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5.6 距离在 4 米到 6 米的障碍物检测效果 

注意到图 5.6 c 中属于中间障碍物的人物，在图 b 中属于不阻挡行路的右侧障

碍物，使用细边框标出。这表明对较远处的障碍物，可以实现有效检测。 

 

从以上对各种距离、大小的障碍物进行测试的结果来看，系统对 6 米以内的

大、中型障碍物能实现高准确率的检测。 

5.3 光照条件对检测效果的影响 

由于 KINECT 采用主动光技术测距，环境光对测距结果有一定影响，进而会

影响地面或障碍的检测效果。为了探究光照对检测效果的影响，本节展示对同一

环境在光照不足的夜间和光照充足的白天进行地面和障碍检测的效果对比，测试

在晚上八时和下午三时的室外进行。本节中将同时展示对地面和障碍物的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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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包括展示地面俯视图、文字提示和图像的填充框选。 

图 5.7 a 和 b 分别展示了对室外的同一地面在夜间和白天的检测结果。为了清

晰地展示光照不同时的检测到的地面面积差异，使用 X-Z 平面俯视图展示地面检

出情况，图 5.7 c 左侧为图 a 对应的地面俯视图，图 5.7 c 右侧为图 b 对应的地面俯

视图。 

   

a) 

     

b) 

    
c) 

图 5.7 黑夜和白天的地面检测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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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CT 采用主动测距获取环境三维信息，所以在光照微弱夜间的检测效果应

该要好于白天。图 5.8 c 表明在夜间地面的检测范围要大于白天，同时 a 图中的 4.59

米处的树叶障碍无法在 b 图中被检测到，都证明了这一点。 

图 5.8 a和 b分别展示了对室外的同一环境下的相同障碍物在夜间和白天的检

测结果，结果表明两种光照环境下 4 米以内的障碍检测均有效。 

    

a) 

    

b) 

图 5.8 黑夜和白天的障碍检测效果对比 

图 5.9 展示了白天和黑夜对一条小路所在环境的障碍和地面检测结果。可以观

察到，黑夜的检测效果比白天要好，夜间检测到的地面范围比白天更大，而且夜

间检测到的 6.25 米远处的树木和 5.84 米树叶，在白天无法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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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9 白天和黑夜的检测结果对比 

受限于 KINECT 的测距易受光照干扰这一缺点，在光照较强的白天，系统无

法实现对 4 米以外的障碍物和地面检测。从实验结果来看，在光照充足的室外，

系统的有效检测距离较短。但是，在有效检测范围内，无论光照条件如何，均能

够对障碍和地面实现准确检测。所以，算法本身对光照条件的适应性较好，整体

系统的性能受制于 KINECT 的测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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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和展望 

6.1 毕业设计总结 

本次毕业设计研究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辅助识别技术，使用 KINECT 和

JY-901B 作为三维信息获取传感器，利用基于区域生长的地面和障碍检测算法，告

知使用者地面通路信息和障碍物分布情况。 

基于深度相机的盲人辅助技术近年来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次毕业设计使

用 KINECT for Windows V2 这一新推出的深度相机采集环境三维信息。为了适应

使用者佩戴相机位置多变的情况，将深度相机和姿态角传感模块结合在一起获取

环境物体的世界坐标。 

本次毕业设计提出基于边缘和边界信息辅助的区域生长法检测地面和障碍，

在不同的环境和光照条件下都得到了较高的检测正确率。基于边缘和边界辅助的

区域生长法主要特点是：根据图像的边缘信息获取种子点，参考图像边缘信息和

阈值控制种子生长并记录区域边界信息，根据区域边界信息对生长结果进行合并

和排除筛选。 

由于地面和障碍三维坐标的不同特点，区域生长方法在用于地面和障碍检测

时，采取了不同的种子点获取方法、生长规则和区域排除方法。地面检测使用三

维信息的高度分量，采用均匀分区随机取点的方式获取种子点，在生长时选取较

小的阈值，排除非地面区域时考虑边界点数、突变边界点的比例和深度极差。障

碍检测使用三维信息的高度分量，采用基于图像边缘取点的方式获取种子点，在

生长时选取较大的阈值，排除非地面区域时考虑边界点数和连续边界点的比例。 

除了地面和障碍的图像输出，为了和后续的人机交互模块进行对接，本次毕

业设计还设计了其他的输出方式。障碍和通路的文字输出，可以和语音合成模块

结合，进而实现周围环境的语音播报。地面俯视图的图像输出，可以和触摸模块

结合，进而实现通路的触觉感知。 

通过本次毕业设计，我掌握了计算机编程和图像处理方面的大量知识，包括

KINECT 编程、OpenCV 图像处理库、面向对象的 C++语言等方面的技巧。这次毕

业设计的成果——障碍和地面检测方法，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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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作展望 

对于障碍和地面的识别存在不完善之处。地面检测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

草丛等物体的误检测，障碍检测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小障碍的漏检测。复杂环

境下，对于表面形状复杂的物体的地面检测排除方法还不成熟，仍需改进。障碍

物种子点的选取机制需要进一步改进，或者需要对地面区域中的空洞、内凹应进

行相应的障碍物分析。 

与人机交互界面进行对接的工作做得不够。对于图像中的地面和障碍应该进

行更好地转换，转换成简单明了的文字信息。同时，地面俯视图应该包括已经检

出的障碍物信息才完整。这些人机交互细节都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体验。 

KINECT 具备 RGB 图像采集功能，实现 RGB 图像和 D 图像的融合识别，可

以提高识别的准确率和识别的精度。由于测距范围的限制，深度图像中的地面是

不完整的，利用彩色图像可以进行二次生长得到完整地面。由于深度图像包含信

息有限，对障碍物的检测可能会造成过生长，因此需要结合彩色信息更好的控制

生长的边界。 

从长远来看，盲人辅助技术不应局限于检测地面通路和障碍有无。应该对障碍

物的类别进行模式识别，分辨物体的种类、门牌文字信息等日常生活中的物体。

同时，应该具有更加智能的人机交互功能，使用者可以向系统发出指令，自由选

择环境中某一部分的信息输出。盲人辅助设备应该集成化，更加便携的智能设备

也是现今的研究热点。 

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盲人辅助技术是现今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仍

然有许多问题等待研究人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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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致 谢 

本次毕业设计，从去年开始着手到如今小有成果，其中酸甜回味起来也是感

慨。从硬件模块的调试和组合到代码的查错和算法的改进，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让

我摸不着头脑的难题。在不断摸索中总结经验，最终实现了预期功能。 

我要感谢指导教师汪凯巍老师的细心指导，从选题的确定到硬件的调试、从

软件的改进到专利的撰写，汪老师都给我指明了方向。在毕业设计期间，周期性

的计划督促我按时完成任务，每周的组会讨论让我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汪老师

在科研中的敏锐眼光和平易近人的幽默风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还要感谢白剑老

师在组会上的指导，白老师的建议让我的展示更加准确。 

我要感谢杨恺伦师兄、吴阳阳师兄的热情帮助，他们的经验让我更好地完成

毕业设计。同时，我要感谢一起做毕设的小伙伴赵向东、陈林泉同学，我们的互

相支持让整个毕业设计过程更加充实。我还要感谢祝训敏、徐晨等学弟学妹，他

们为我的毕业设计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 

时光如白驹过隙，本科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大学四年生活，收获很多，改

变不少。大一时的欣喜、大二时的忙碌、大三时的踌躇和大四时的淡定，都历历

在目。有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15 年 5 月 

老和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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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研究时间：2014-12-13 至  2015-01-13 

工作内容：进行文献阅读，关注前人工作进展和主要问题，确定预期目标和实现

算法，撰写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完成开题答辩。 

 

阶段名称：软硬件基本功能调试 

研究时间：2015-01-14 至  2015-02-14 

工作内容：测试传感器的硬件工作情况，实现数据读取和匹配、标定等工作，熟

悉开发环境。 

 

阶段名称：识别算法研究和实现 

研究时间：2015-02-15 至  2015-03-15 

工作内容：寒假期间，视情况进行文献阅读、算法学习或硬件设计，尝试实现地

面等背景环境检测。 

 

阶段名称：障碍物识别和通路检测 

研究时间：2015-03-16 至  2015-04-16 

工作内容：剔除识别出的背景环境，判断障碍物的情况，对障碍物大小、位置进

行判断，从而给出通路。 

 

阶段名称：软硬件整体功能调试完善 

研究时间：2015-04-17 至  2015-05-17 

工作内容：对不同环境（如照度不同的环境）下系统的工作情况进行测试，并对

软硬件设计进行相应修改完善，开始撰写论文。 

 



 

 

 

阶段名称：论文撰写和结题答辩 

研究时间：2015-05-18 至  2015-05-30 

工作内容：完成论文撰写、结题答辩等相关工作。 

 

本课题要求基于立体视觉传感器（Point Grey 等）设计出一套辅助盲人行走

的软硬件系统，从传感器获取视场内的三维立体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依

据传感器的位置和姿态，给出能够使盲人正常行走的通路。测试该系统在各种场

景下（起居室内，走廊，马路，人行道，医院，不用照度等）的适用性。要求申

请人积极投入，善于思考，及时与组内师生沟通。  

 

   起讫日期   2014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5 年 5 月 30 日 

                 

 指导教师（签名）       职称  副教授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毕 业 论 文（设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评语： 

论文基于深度传感器获得盲人视场范围内的深度信息，再加上姿

态传感器解决使用过程中传感器的姿态变化造成的位置判断问题。能

够有效判断视场内的障碍物尺寸、距离和方位，给出地面位置，并对

人机接口给出了平面图的地面信息。对各种场景进行了测试并获得了

有益的测量结果。为后续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指导教师(签名) 

2015 年 6 月 10 日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程瑞琦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辅助技

术”,盲人视觉辅助技术涉及光电检测和图像处理等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前景，毕设选题合理。 

答辩人首先介绍了辅助系统的目标设定，介绍了获取三维信息的

硬件方案和整体软件流程。而后，答辩人重点讲述了其提出的一种实

现地面通路和障碍检测的算法——图像边缘和区域边界信息辅助的区

域生长法，介绍了算法的难点和重点。最后，答辩人陈述了检测结果

的输出方式，展示了整套系统在各种条件下的检测结果。测试结果显

示，盲人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快速、准确的地面和障碍检测，通路或障

碍的文字提示和通路俯视图两种提示方式能有效实现人机交互。答辩

人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的要求，得到了较为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训练。 

答辩报告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答辩过程表述流畅，回答问题准

确。 

总评成绩：文献综述：8，开题报告：19，外文翻译：8。毕业答

辩成绩：6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5 年 6 月 16 日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学生姓名 程瑞琦 学 号 3110101367 年级 2011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

质量与理论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本毕业设计研究了一种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系统，设计的三维信息获取传感

器和障碍检测算法能够有效判断障碍物信息。设计工作包含编程、测试，工作量大，结果

可靠，同意通过评审。 

 

 

 

同意答辩  同意修改后答辩  未达到答辩要求  

评阅人签名  评阅人职称  评阅人单位  

 

注：请评阅专家经综合评价后，在相应栏内打“√”。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学生姓名 程瑞琦 学 号 3110101367 年级 2011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

质量与理论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基于深度传感器获得盲人视场范围内的深度信息，再加上姿态传感器解决使用过程中

传感器的姿态变化造成的位置判断问题。能够有效判断视场内的障碍物尺寸、距离、和方

位，给出地面位置，并对人机接口给出了平面图的地面信息。对各种场景进行了测试并获

得了有益的测量结果。为后续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同意答辩 同意修改后答辩 未达到答辩要求 

评阅人签名 评阅人职称 评阅人单位 

注：请评阅专家经综合评价后，在相应栏内打“√”。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程瑞琦 学号                3110101367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基于三维地形传感的盲人视觉辅助技术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 

答辩时间 2015-06-11 18:30 答辩地点 教三 326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记录： （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录与评价） 

 

问题 1：区域生长的依据是什么？  

回答：主要是两条，首先是判断邻域点与种子点灰度差值在阈值之内，其次是判断邻域点

不在图像边缘上。  

问题 2：桌子与地面检测是怎么区别的？  

回答：桌子与地面会检测为两个平面不会混淆。当桌面和地面同时出现在视场中时，更接

近图像下边缘的被识别为地面，另一个平面在通路判断中不会出现。当只有一个平面时，

高度与相机相差 0.4米以内的平面不会识别为地面，因为相机携带一般不会低于腰部。  

问题 3：最远障碍物探测能多远？  

回答：KINECT 最远探测 8m，但由于较远位置检测到的有效点较少。为了提高可靠性，控

制到只检测 6m以内障碍。  

问题 4：Z 方向测距用的什么方法？  

回答：KINECT 基于 Light Coding 技术，即一种特殊的结构光技术获得三维环境信息。通

过向三维环境投射激光散斑，并获取散斑形变获知距离信息。  

问题 5：和雷达测距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回答：KINECT可同时获得整个视场的距离信息，其刷新频率为 30fps。而雷达测距需要进

行扫描，刷新频率较低，但其精度较高。  

问题 6：白天晚上为什么有差别？  

回答：夜晚光强小时，干扰较小，对比度高，测距范围大，白天反之。  

问题 7：红外光有没有编码？  

回答：没有时域和频域编码，是空间上的散斑编码。  

问题 8：检测速度？  

回答：可达到 10帧每秒。  

问题 9：检测结果和相机高度有关系吗？  

回答：地面和障碍检测根据其内部的三维点数值特征进行，与相机高度无关。  

问题 10：kinect精度，与量程是否有关？  

回答：相对误差随量程增大而增大，但在 2%以内。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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