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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盲人视觉辅助设备中，交互设备是直接与盲人接触的终端。本论文使用了听

觉和触觉两大感官来辅助盲人感知周围环境，让使用本系统的盲人可以获取周围

环境障碍物提醒和导航信息。语音合成技术（TTS, Text to Speech）被应用在听觉

交互系统中实现文字向语音的转换；触觉交互部分使用了微型步进电机实现单个

触点，8*8 的电机阵列用于实现触觉图像。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本论文使用 C++编

写的 MFC 界面测试语音合成；设计并制作了一块印刷电路板，实现电机的控制电

路和触觉阵列安装；基于 C8051F020 单片机设计控制程序，计算机通过串口通讯

与单片机通信。同时，本系统可与地形探测器结合，应用于实时系统中，实现可刷

新的触觉图像显示。 

关键词：盲人辅助，语音合成，触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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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背景介绍 

人机交互是关于研究人与机器（尤其指计算机）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目前存

在的人机交互技术大多依赖人的视觉，这使得盲人或视力有缺陷的人很难与机器

交互。对于盲人导航或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来说，有必要进行不依赖于视觉的人机交

互技术的研究。本论文正是顺应这样的要求，开展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的研究。 

对于盲人或者有视觉缺陷的人来说，利用他们的其他感觉通道（如除视觉之外

的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来传递信息是很有必要的。有关研究人员的分析资

料表明，人的大脑每天通过五种感官接受外部信息的比例分别为：味觉 1%，触觉

1.5%，嗅觉 3.5%，听觉 11%，以及视觉 83%[1]。可见，在视觉之外，听觉是最主

要的接受信息的方式，而对于盲人导航来说，触觉相对于味觉和嗅觉来说又有着不

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听觉传感和触觉传感是可用于盲人人机交互的两大主要传递

信息的方式，故也将是本文中盲人视觉辅助人机交互系统的两大感觉通道。 

1.2 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现今有盲人约 4500 万，因此，本着“科技造福

于人类”的理念，各国科学家都尝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修复盲人的视觉功能，提

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我国目前约有 500 万盲人，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 18%。

每年约有 45 万人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就会出现一例新的盲人[2]。而对盲人

的视觉辅助的研究将会对盲人或有视觉缺陷的人群提供很大的帮助。在导盲系统

中，人机交互又是一个关键部分，机器代替了盲人的“眼睛”，“眼睛”看到的周围

环境要通过人机交互系统传递给盲人，同时交互系统还要完成为盲人行走提供导

航的服务。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盲人视觉辅助系统设计一套人机交互装置和界面，将传感

器和模式识别算法输出的路况）、场景（起居室、走廊、马路、人行道）等信息传

递给盲人，最终实现盲人的避障、开门、上下楼梯（电梯）等的提示。期望可以研

究通过语音传递主体周围环境信息的高效方法，充分利用语音的易实现特点，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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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阵列的直观、有良好实时性的优点，让盲人可以更多地了解到自身周围环境的

信息，同时给盲人提供有效的导航。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用于听觉交互的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些技术在实

际生活中已经运用得非常广泛，特别是语音合成技术（TTS 技术，Text to Speech 又

称文语转换技术），将在盲人视觉辅助的语音交互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图 1. 1 为语

音合成的基本框图。硬件实现上来说，中文语音合成芯片主要有两个系列：宇音天

下公司的 SYN 系列和科大讯飞的 XF-S 系列语音合成芯片。代表芯片分别为

SYN6658 和 XF-S4240。 

 

图 1. 1 语音合成的基本框图 

SYN6658 的主要功能有：可支持任意中文文本的合成，可以采用 GB2312、

GBK、BIG5 和 Unicode 四种编码方式；芯片具有文本智能分析处理功能，对常见

的数值、电话号码、时间日期、度量衡符号等格式的文本；芯片可以自动对文本进

行分析，判别文本中多音字的读法并合成正确的读音；芯片可实现 10 级数字音量

控制，音量更大，更广；芯片内集成了 77 首声音提示音和 14 首和弦音乐；提供两

男、两女、一个效果器和一个女童声共 6 个中文发音人；支持多种文本控制标记，

提升文本处理的正确率；支持多种控制命令，包括：合成、停止、暂停合成、继续

合成、改变波特率等;支持多种方式查询芯片的工作状态;两种通讯模式：芯片支持

UART、SPI 两种通讯方式；芯片支持 Power Down 模式。使用控制命令可以使芯

片进入 Power Down 模式；芯片支持的通讯波特率：4800bps，9600bps，57600bps、

115200bps；芯片各项指标均满足室外严酷环境下的应用。 

在实际的单片机系统中运用时，命令帧结构如表 1. 1。一帧命令包括固定的帧头

0xFD，数据区（包括：命令字、命令参数和文本）字节长度，数据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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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SYN6658 芯片的命令帧结构 

帧结构 帧头 数据区长度 

数据区 

命令字 命令参数 
待发送文本 

（<=4K 字节） 

数据 0xFD 0xXX 0xXX 0xXX 0xXX … … 

说明 十六进制 
高字节在前 

低字节灾后 
总字节数必须和前面的“数据区长度”一致 

XF-S4240 具有和 SYN6658 类似的功能，主要包括：可合成任意的中文文本，

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支持 UART、SPI、IIC 三种数据通讯接口；清晰、自然、准

确的语音合成效果；支持 GB2312、GBK、BIG5、UNICODE 四种内码格式的文本；

支持多种控制命令，包括：合成、停止、暂停合成、继续合成等；支持多种文本控

制标记，提升文本处理的正确率；Line out 音频输出。其应用时的命令帧结构与

SYN6658 的命令帧类似。 

人类的听觉系统,除了对于声音的音调、音色、强度进行感知外，也能获取声

音的空间特性，包括对声源的定位和对环境声学空间特性的感觉两个方面。科学家

证实，视觉障碍人群在通过听觉辨别发声物体方位的试验中，比正常人群在听觉方

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准确率[3]。 

触觉交互设计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刺激方式实现技术方面，分为电磁式、压

电振动式、记忆合金式、气动式、电刺激式等方式。在上海交通大学张竹茂之硕士

论文中，对触觉代替视觉技术做了综述：触觉替代视觉，是一种将视觉图像转换成

触觉图像的过程。触觉图像以触觉阵列的形式让盲人感知。从实现途径上可分为直

接重构和感官替代两大类，直接重构是指直接刺激人类的皮肤而产生触觉感，感官

替代是指用其它感觉器官替代皮肤接受触觉信号间接地判断触觉感。当今触觉刺

激多采用直接重构方式，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刺激方式实现技术方面[4]。 

盲人并没有失去看的能力。大多数后天失明的盲人是因为视觉的外围感光系

统遭到了破坏，比如视网膜病变等，但是其视网膜中央的视觉机制仍然是健全的。

感觉替代理论指出：人类的各种感觉器官，比如视觉，听觉，触觉，温度觉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的替代。失去视觉的盲人往往伴随着行为代偿，如听觉和触

觉能力的提高[5]。感觉替代理论告诉我们：盲人利用多种感觉里面的任何一种，都

可以感受客观的图像信息[4]。 

上海交通大学张竹茂用电触觉阵列的方法，设计了一种“基于手指的触觉替代

视觉系统”。通过电刺激的形式，将视觉图像转换到一个 16*16 的电机阵列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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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盲人通过触摸电极阵列，就可以感知到获取的图像信息[4]。 

Lise A. Johnson 和 Charles M. Higgins 利用振动触觉来传递周围障碍物信息。

他们设计了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将 14 个小直流振动电机缝在腰带上，将周围障碍

物的深度信息以电机振动频率的方式传递给使用者[6]。Miguel Reyes Adame 等也做

了振动传感导盲方面的一些实验[7]。P. Chakraborti等用聚合物电致伸缩材料，设计

了可刷新的盲文显示（refreshable Braille displays）[8]。利用聚合物在电场下的伸缩

性质，实现了凹凸阵列的盲文显示，可以实时刷新。微型结构如图 1. 2。 

 

图 1. 2 可以实时刷新盲文显示的微型结构[8] 

国内已有的盲人触觉的专利也涉及到了相关的刺激方式实现技术方面的研

究。东南大学宋爱国等设计的盲人导航装置中，触觉提示模块由12个振动电机组

成，按水平角度均匀排列的12 个振动电动机。通过12 个振动电动机按照合理的

系统的编码方法振动，就可以向使用者提供两个目标的位置和距离态势信息。[9]

但这种结构需要对盲人进行训练，且对盲人的记忆力是一个很大考验。深圳典邦

科技有限公司谭芸等用压电陶瓷振动器组成的机械振动触点矩形阵列，实现了触

觉阵列[10]，但压电陶瓷形变量过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位移器件。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周伟峰等提出了一种制作盲人显示面板的方法，每个像素单元包

括薄膜晶体管和像素电极[11]，但这种结构的制作过程比较繁琐。 

1.4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进展，本项目中语音交互的部分可以使用上述这些芯片来作为

底层元器件，将三维重构和模式识别算法中输出的周围环境信息以文本的方式输

入到单片机系统中，单片机调用语音合成芯片转化文字信息为语音信息。但语音交

互的局限性在于信息传输速率有限，以及语音本身包涵信息的局限性，导致这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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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方式的实时性较差，而且不够直观。对于触觉交互来说，电刺激方法对于盲人的

舒适度、振动传感所能表达的信息量、电致伸缩结构的复杂性等，对于触觉-视觉

转换实际应用于导盲系统中来说，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本项目期望可以研究通过语音高效地传递主体周围环境信息的方法，充分利

用语音的易实现特点，结合触觉阵列的直观、有良好实时性的优点，让盲人可以更

多地了解到自身周围环境的信息，同时给盲人提供有效的导航。本论文将在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计算机三维识别和模式识别算法输出的环境信息，如走廊、

门窗、桌椅、人、地面平整信息、人行道等，怎样高效率地通过语音展示出来；第

二，提出一种触觉阵列实现方法，研究可行性并实际制作；第三，触觉阵列控制电

路的设计；第四，语音提示和触觉感应的有效结合。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PC 和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基于 C++的程序设计、

PCB 设计、基于 C8051F020 单片机编程等。 

1.5 各章节内容安排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毕业设计项目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详述了语音辅助模块的设计过程。 

第三章详述了触觉阵列模块硬件部分的设计过程。 

第四章详述了触觉阵列模块软件部分的设计过程。 

第五章阐述了本视觉辅助系统在实际场景中的表现。 

第六章是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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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盲人视觉辅助的语音模块设计 

在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语音模块主要用来以声音的形式提示盲人以场景信

息，语音合成技术（TTS，Text to Speech）被应用在此模块中实现这一功能。 

2.1 语音模块的硬件部分搭建 

硬件部分包括一个 SYN6658 语音模块、小喇叭、串口通讯线、232 电平与 TTL

电平转换电路模块。如图 2. 1 为连接示意图。 

计算机 USB 接口经 USB-串口线转换为串口，再通过电平转换电路连接到语

音模块，这里的电平转换电路使用的是 MAX3232 芯片，语音模块核心芯片即为第

一章提到的 SYN6658 芯片，小喇叭接在语音模块的音频输出口上。工作过程中，

上位机（PC）通过程序向下位机（语音模块）发送指令，指令即为第一章中表 1. 

1 说明的命令帧，可控制负载（小喇叭）发音。 

 

图 2. 1 语音硬件连接示意图 

系统的电路连接如图 2. 2。在系统实际工作过程中，PC 的 USB 接口通过一条

USB 转串口线转换成 9 针串口，串口与电平转换模块（如图 2. 3）连接，电平转

换电路的输出——Txd Out 和 Rxd Out 分别连接到语音模块（图 2. 4）的 Rxd 和

Txd。（这里的 Txd 和 Rxd 分别是串口通讯的发送、接受的接口。）之所以交叉连接

的原因是，对于 PC 来说，它的发送端 Txd（在转换后即为 Txd Out）对于语音模

块来说正好是接收端，而语音模块的发送端需要连接 PC 的接受端。在电气连接时，

电平转换电路和语音模块电路需要共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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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语音模块的电路连接 

 

图 2. 3 电平转换模块 

      

 

图 2. 4 语音合成模块 

2.2 基于 SYN6658 芯片的语音合成编程实现 

这一小节是软件部分介绍有关如何控制语音芯片的设计。发送命令帧的核心

部分流程图如 

图 2. 5。语音芯片 SYN6658 的命令帧结构在第一章已做过介绍，回顾表 1. 1，

命令帧包括帧头“0xFD”（0x 表示十六进制，整个命令帧都是以十六进制数表示

的），数据区长度（包括命令字和命令参数的两个字节以及待转换的文本的长度），

数据区（包括附加字，待转换文本，其中附加字用来实现一些特定的设置）。数据

区可以采用多种编码方式，在命令参数中设置。 

待转换文本是要被合成为语音的文字，也包括设置音量、语速、发音效果、语

调等的标志符号。例如，在文本前附加“[v1]”，可以将音量设置为 1 级，音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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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有 1 到 10 级。类似地，附加“[m3]”、 “[m51]”、 “[m52]”、 “[m53]”、 

“[m54]”、 “[m55]”可设置不同的发音效果；附加“[s0]”到“[s10]”可设置不

同级别的语速；附加“[0]” 到“[t10]”可设置不同级别的语调。 

因为命令帧中需要给出待发送文本的长度，故需要先对文本做长度计算。接着

在数据区前加上帧头和数据区长度，就组成了一帧完整的数据。接下来就是如何将

这一帧数据发送给语音模块的问题了。 

由于本论文使用了已集成的模块产品，如图 2. 4，所以将不特别关心下位机接

受到数据后软件需要做的工作，语音模块会自动完成文本到语音转换并驱动小喇

叭发声。因此本小节——软件部分——设计的重点将倾向于上位机如何发送数据

帧的程序设计。 

为调试方便以及便于后续代码重用，软件界面用 C++编写的 MFC 来实现。软

件界面如图 2. 6。在语音合成界面中，下方的编辑框用于输入待转换的文本，右边

的四个下拉选择框用于设置上文提到的音量、发音效果、语速、语调等。上面的较

小的文本框用于接受语音模块发回的数据，当接受到正确的命令帧或语音合成结

束时，语音模块会发送给上位机特定的字节。 

我们从最终实现的界面回到底层代码设计，关键点在于文本编辑框中的文字

将如何发送。程序使用了 MFC 的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控件，建立一

个类 CSCommTestDlg，主要函数包括 OnInitDialog()用于打开并初始化串口；

OnComm()处理接收到数据后的操作；OnButtonManualsend()用于处理在输入文本

后点击“语音合成”按钮后的程序操作；TTS()函数用于处理待合成文本，得到数

据帧。下面简要介绍各个函数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做的工作。 

OnInitDialog()函数是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控件自动加入的函数，

在打开程序时自动执行，它先检测要求打开的串口（这个可根据串口号手动设置）

是否已打开，若打开失败将提示错误；打开串口后将设置波特率、数据位个数、是

否有效验位、停止位个数等；另外此函数中被加入了默认音量、默认发音效果、默

认语速和默认语调的设置。 

OnComm()函数同样是控件自动加入的函数。缓冲区中有数据流入时，函数将

数据存入到类 CSCommTestDlg 的成员变量 m_strRXData 中，等待处理。 

OnButtonManualsend()函数是按钮“语音合成”（见图 2. 6）被点击后的处理函

数，其主要操作是调用 TTS()函数，将编辑框中的文本存入类 CSCommTestDl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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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变量 m_strTXData，并以此为参数传递给 TTS()函数。 

TTS()函数的执行过程如下。文本的长度先被计算（以字节为单位），这个长度

再加上命令字和命令参数的两个字节，就是整个数据区的长度；然后文本被转换成

BYTE 类型存储，这样做是为了接下来便于将一个 BYTE 数据转换成 2 位 16 进制

数，以字符串形式存储。例如，字符“左”的 Unicode 码为 5DE6，则它将被转换

成“5DE6”的字符串。文本转换后的字符串前面再拼接上帧头和数据区长度的字

符串，一帧数据就完成了。这样的一帧数据实际上是十六进制字符串，需要将它转

换成真正的十六进制数，程序中编写了 String2Hex()函数来实现这一功能。最后调

用 CMscomm1 类型的 put_Output()函数将数据帧发送给串口。 

   

图 2. 5 TTS 流程图 

 

图 2. 6 语音合成软件界面 

另外一些函数，如设置音量等的函数，实现比较简单，其重要性不比以上所述

的函数，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详述。 

下面举例说明整个语音部分的运行过程。例如，要语音合成“毕业论文”四个

字，其 Unicode 编码为 0x6BD5 4E1A 8BBA 6587，每个汉字由四个 16 进制数表示

即 2 个字节，加上命令字（0x01，表示发送数据命令）和命令参数（0x03，表示采

用 Unicode 编码）的两个字节，数据区长度为 4*2+2=10 字节，故表示数据区长度

的两个字节为 0x000A，加上帧头 0xFD，于是整个命令帧为 0xFD 000A 0103 6BD5 

4E1A 8BBA 6587。最终发送给语音芯片的数据，是这个命令帧中十六进制字符实

际表示的数，不是这些字符。以上这些运算关系都在上位机程序中完成。语音芯片

收到数据后立即进行语音合成，并通过小喇叭播报“毕业论文”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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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盲人视觉辅助的触觉交互模块设计（硬件部分） 

一般情况下盲人的触觉敏感性要优于明眼人，因此盲人的可以运用触觉与外

界交互。本论文触觉交互的手段就是实现一个矩阵排列的触觉阵列，运用微型步进

电机产生单个触点。本章将介绍触觉阵列的硬件部分，包括实现触点的两种方法，

阵列的控制电路，PCB 设计。 

3.1 触觉阵列的实现方法 

3.1.1 触点升降 

如图 3. 1 是触点升降实现触觉阵列的零部件设计图，微型电机 1 是一种步进

电机，它的转轴带有螺纹；升降柱 2 顶部的凸起是用于盲人触摸的一个触点，它的

底部是螺纹孔，螺纹孔与电机 1 转轴上的螺纹相匹配。电机固定板 3 上的圆槽作

为电机的底座，可以固定电机；较小的孔（打穿）为电机的控制线提供通道；触摸

板 4 上的方形孔（打穿）可以卡住升降柱 2 从而使其只能做垂直的上下运动。侧视

图 5 提供了直观的零件之间的机械连接关系。电机是步进电机，其转动量可以精

确控制，所以在微型电机的精确转动下，升降柱可以被带动着以精确的位移做垂直

运动（如螺距为 1mm且为单螺纹，则电机转动一圈，升降柱直线运动 1mm）。而

且，如果电机以顺时针方向转动时升降柱向上运动，那么电机逆时针方向转动时，

升降柱将向下运动，依次实现了触觉阵列中单个触点的升降。 

 

图 3. 1 零部件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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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微型电机转轴实现触点 

由于本论文过程中没有实际能力得到图 3. 1 中的升降柱 2，在实际制作过程

中，触点用以下的方式实现。在电机转动时，电机轴顶部可以给皮肤以一定程度的

刺激，而电机停止时不会。这也就是说，电机在转动与停止两种情况下，轴顶对皮

肤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感觉，由此可以对应二值图像像素的两种状态。因此，用电机

的转动/停止可以代替升降触点的凸起/凹陷，这就是振动触觉阵列。 

3.2 控制触觉阵列的驱动电路设计 

将 3.1.2 提到的触点组合成阵列，即可实现一幅“触觉图像”，本论文使用了

8*8 个微型步进电机组成触觉阵列。下面讲述控制这 64 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设

计。 

本论文使用的步进电机是最简单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每个电机有四条控制

线：A1、A2、B1、B2。转动需要的时序如图 3. 2，1 和 0 分别表示高低电平。循

环励磁即可控制电机转动，转动速度受励磁时序的频率控制。 

 

图 3. 2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励磁顺序 

对于 64 个步进电机，64*4=256 条控制线是很大的 IO 口线开销， 本论文使用

了串行数据转并行数据的方法进行 IO 口线扩展。74HC595 芯片是一种典型的串行

数据转并行数据的移位寄存器，可以将一条 IO 口线上的数据并行寄存到 8 位寄存

器，而且可以多片串接，实现一位 IO 口线上多位串行数据寄存到到芯片输出的多

个引脚上。本论文设计的一位单片机 IO 向 8 个电机发送励磁时序的单元电路如图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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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控制电机的单元电路 

电机 M1 的四条信号线接在 74HC595 芯片的四个输出引脚（15、1、2、3）上，

电机 M2 的四条信号线接在 74HC595 芯片的另外四个输出引脚（4、5、6、7）上，

以此类推，M3 到 M8 都连接在对应的芯片输出引脚上。串行数据输入到第一片

74HC595，其 9 号脚串行输出又连接到第二片 74HC595 的串行数据输入脚，以此

类推将 4 片芯片串接起来。信号 c11 和 c12 用来控制信号移位锁存和输出锁存，分

别接在每个芯片的 11、12 脚。 

由上述可见，8 个电机仅需 3 个 IO 口来控制，分别为串行输入端、串行输入

时钟信号端、输出时钟信号端。那么，每 3 个 IO 口控制 8 个电机，64 个电机仅需

要 24 个 IO 口。本论文使用的 C8051F020 单片机，具有 P0 到 P8 共八组，64 位 IO

口，且 P0 到 P3 的 32 个低端 IO 口可以位寻址。Altium Designer 13 工程下的整体

电路图在附录中图 A 1 呈现。 

有关控制励磁时序具体在程序中的实现方式，将在下一章触觉交互模块设计

（软件部分）中阐明。 

3.3 PCB(印刷电路板)设计 

在 3.2 节所述电路设计的基础上，本章将阐述硬件电路实物——PCB 的设计。

本论文使用了 Altium Designer 13 来进行电路板的设计。 

基于微型步进电机的实际结构（如图 3. 4），电机的 PCB 封装被设计成如图 3. 

5。4 个焊盘是电机 4 条控制线的接口，孔 M 用于固定电机。 

附录中图 A 2 是最终用于加工的 PCB 图（已添加敷铜）。64 个电机的封装放

置在 PCB 板的中央部分，其周围是 74HC595 芯片的封装，工程项目中使用的是

SOP-16 形式的贴片式封装。在设计过程中，为了使体系结构紧凑，电机与电机之

间的间距被设置为 5mm，线宽被设置为 6mil，PCB 使用双面布线。P1 到 P8 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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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脚排针的封装，对应于 3.2 节提到的“每 3 个 IO 口控制 8 个电机”；P0_VCC1

和 P0_VCC2 是电源接口。 

 

 

 

 

 

图 3. 4 一种微型步进电机 

 

图 3. 5 微型电机的 PCB 封装 

图 3. 6 是第二块 PCB 板，这块 PCB 板用于在电机上部固定电机，板上只有

64 个对应电机轴的小孔和 4 个和下板相互固定的孔。加工得到的两块 PCB 的实物

图如图 3. 7 所示。 

 

图 3. 6 用于固定电机的 PCB 板 

 

图 3. 7 PCB 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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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盲人视觉辅助的触觉交互模块设计（软件部分） 

本章将说明控制触觉阵列的方法和编程思路。论文使用了 Silicon Labs 公司的

C8051F020 芯片作为核心控制芯片，鉴于其方便的调试功能、丰富的 IO 资源、低

功耗等优势，可以良好地实现控制。单片机控制电机阵列呈现一帧触觉图像；在上

位机的协同工作下，电机阵列将呈现可刷新的触觉图像。 

4.1 基于 C8051F020 单片机的控制程序设计 

8*8 的电机阵列要呈现一幅特定的触觉图像，每个电机必须被单独地控制。例

如，对于 8*8 像素的二值图像来说，其单个像素值非 1 即 0，只有两种状态，对于

触觉图像来说，一个微型电机就是一个像素点，其转动、停止也是两种状态。利用

这样的关系将二值图像对应到触觉图像。单片机就是要通过二值图像数据来实现

控制每个像素对应位置上的电机转动与停止。控制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4. 1。 

 

图 4. 1 单片机控制程序的流程图 

8*8 阵列图是以 0/1 为像素数据的一幅原始图，其被存储在一个 8*8 数组中，

值为 1 的元素将控制对应位置上的电机转动，而值为零的元素对应位置上的电机

停转。遍历这个二维数组，在第 i行中的第 j 位若为 1，则 8*4 的长整型数组（初

值都为 0，即为 16 进制表示的 0x00000000）中的第 i行的四个数（每个数有 8 个

16 进制位）的第 j 位（从左往右数）被依次写为 3、6、C、9。这是由步进电机的

历次顺序决定的（可回顾 3.2 节图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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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遍历完整个 8*8 数组，阵列图像信息被完全转化到了 8*4 的长整型数

组。在这个 8*4 的长整型数组中，每一行的 4 个数据将控制一组单元电路（3.2 节

图 3. 3）。1 位十六进制位对应 4 位二进制位，故一个长整型正好是 32 位二进制

位，将其串行输入到单元电路，得到 32 位并行输出，这 32 个输出用来与 8 个电

机的接口连接。循环发送 8*4 数组某一行的 4 个数据，就完成了这一行对应位置

的步进电机的励磁。以上就是单片机软件控制电机阵列的编程思路。 

在具体的代码实现中，分为以下几个模块：单片机 IO 引脚定义、系统时钟配

置、交叉开关配置、74HC595 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阵列到信号的转换、主程序

入口。 

1、 单片机 IO 引脚定义 

已经知道每个控制电路单元需要 3 条 IO 口线：串行输入端、串行输入时钟信

号端、输出时钟信号端，所以程序中依次对 8 个控制电路单元的 24 个信号端进行

了 IO 分配，如图 4. 2，占用从 P 1.0 到 P 3.7 的 24 个 IO 口。同时，这些 IO 口的

输出属性配置为推挽输出。 

 

图 4. 2 单片机引脚分配 

2、 系统时钟配置 

系统时钟采用基于外部晶振的时钟振荡器，同时，出于稳定性考虑使用外部晶

体振荡器频率的二分频。本次毕业设计使用的单片机系统中外部晶振为 16MHz。 

3、 交叉开关配置 

在交叉开关配置中，系统只使用到了串口通信的 UART0，所以只需将配置

UART0 的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指定位 XBR 0.2 置为 1，并且使能交叉开

关。通过两条指令： 

XBR0=0x04; 

XBR2=0x40;  

将 P 0.0 和 P 0.1 配置为 UART 的 Txd 和 Rxd。 

4、 74HC595 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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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32 比特位的长整型需要寄存到控制电路单元的寄存器时，调用以下函

数，按位将数据输送到串行输入端，每移位一次需要向串行输入时钟信号端送入一

个上升沿信号，32 位移位全部完成后，向输出时钟信号端送入一个上升沿信号，

控制电路单元的 32 个输出口都将获得输出信号。程序代码如下。 

void txd_4byte_s1(ulong dat)  

{ 

 uchar i; 

 for(i=0;i<32;i++) 

 { 

  S1=(bit)(dat&0x00000001); //从最低位开始传送 

  C11=0;     //锁存到移位寄存器 

  C11=1; 

  dat>>=1;     //右移一位 

 } 

 C12=0;      //锁存到输出并口 

 C12=1; 

} 

5、 阵列到信号的转换 

以一个控制电路单元为例， table 数组包括 4 个长整型，每个长整型的第一位

控制 1*8 阵列的第一个像素，如为 1，则 4 个长整型的第一位分别被置为 C、6、

3、9。如下是得到第一个像素点控制信号的代码示例。 

bit zhenlie[]={1,0,1,0,1,0,1,0}; 

long table[4]={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if (zhenlie[0]==1) 

{ 

 table[0]+=0xC0000000; 

 table[1]+=0x60000000; 

 table[2]+=0x30000000; 

 table[3]+=0x90000000; 

} 

6、 主程序入口 

主程序除了调用以上各模块 ，还为电机的控制信号提供循环，让步进电机得

到循环励磁实现转动。 

4.2 上位机控制的可刷新触觉图像显示 

在实际应用中，仅仅显示一帧触觉图像显然是不够的，理想情况是能根据三维

地形探测器得到的实时情景，电机阵列显示可刷新的触觉图像。因此，本论文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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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尝试。 

通过上位机（PC）和下位机（单片机）的串口通讯，上位机将待显示的图像像

素数据——即 8*8 数组——发送给下位机，每发送一次单片机立即更新触觉显示，

以此来达到初步的“可刷新显示”效果。在后期研究中可以和三位地形探测器结合，

后者将探测到的信息转换成 8*8 图像像素后以一定的方式发送给本系统，实现实

时触觉显示。 

上述刷新操作的实现主要是在单片机的中断系统配合下完成的，流程图如图 

4. 3。 

 

图 4. 3 刷新触觉图像的流程图 

单片机要接收的是一幅 8*8 的二值图像，上位机把这幅 64bit 的图像数据封装

到 8 个字节中，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到串口；单片机串口端检测到有数据时，串口中

断程序响应，接收到 8 个字节，将它们重新转换为 8*8 的 bit 数组，接下来单片机

的工作就是 4.1 节所述的单帧图像的显示。在下一帧数据传送到单片机之前，电机

阵列保持当前帧的图像显示，即像素为 1 的点电机持续转动；接受到下一帧数据

后，单片机立即响应，电机阵列刷新为下一帧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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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的测试 

5.1 基于控制台对系统的测试 

以上第 2、3、4 章分别阐述了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的模块化设

计，即语音模块和触觉模块分别的硬件、软件设计或制作。整体结构搭建完成后，

对系统进行测试。为了与地形检测模块输出的信息格式相匹配，本论文编写了

Windows 控制台程序来实现可控的语音合成，以及可刷新的触觉阵列。 

第 2.2 节已经详述了 MFC 编写的语音合成界面，在文本编辑框中输入待合成

文字，点击“语音合成”按钮，程序立即响应并播报相应的语音，合成速度快，效

果较好，并且能设置音量和语速等发声的特性。本小节阐述的控制台测试程序，是

在 DOS 对话框中输入文本进行语音合成，最终效果等同于 2.2 节的实现，优势在

于将来与其他程序——如地形检测模块等——结合时，能实现方便的调用。 

触觉模块的测试，同样编写了控制台程序来实现。如图 5. 1 是触觉阵列的控

制界面，一幅二值图像被以图中的方式输入到程序，最终实现对应的电机阵列的转

动响应。图 5. 1 中输入的二值图像大致是一个菱形的形状，用手指触摸电机阵列，

可以感觉到一个相应形状的图形在刺激皮肤。系统的实物在图 5. 2 中展示，其中 1

是单片机，2 是电机驱动电路板，3 是用于触觉传感的触摸板。 

 

图 5. 1 控制台输入二值图 

 

图 5. 2 系统实物图 

5.2 交互设备与三维地形传感器的结合 

本论文的目的是在实际场景中利用交互设备实现对盲人的提醒，因此在实际

场景中对系统进行了测试。两个系统的连接示意图如图 5.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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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交互设备与三维地形传感器的连接 

如图 5. 4 是实际场景图以及地面、障碍物检测程序[12]标记出的地面和障碍物。

障碍物以文字的形式首先提示在对话框中，如图 5. 5 (c)，包括障碍物的距离和大

小信息；地面的大致轮廓被单独提取，如图 5. 5 (a)，相当于一个地面的俯视图，

触觉阵列正是由这幅地面俯视图得到，过程如下：将图 5. 5 (a)中图分割成 8*8 个

小区域，每个区域里若绿色点（即表示地面的点）的个数占这个区域总像素点的比

例超过一半，那么判定 8*8 阵列对应像素为 0，否则像素为 1，这样由图 5. 5 (a)得

到一幅 8*8 的二值图像，如图 5. 5 (b)，这幅二值图像在数学上表示即为对话框里

显示的触觉阵列图如图 5. 5 (c)。最后，这些文字信息和阵列信息都以串口通信的

方式传递给对应的模块——语音模块和触觉阵列模块，我们就得到了语音和触觉

的提示信息。 

 

 

 
图 5. 4 实际场景图  

图 5. 5 地面轮廓、二值图和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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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继续以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系统的特性。 

1、 室内场景 

如图 5. 6，是一幅室内拍摄的图像，地面轮廓、转换后的地面轮廓二值图以及

发送给语音模块和触觉阵列的阵列信息分别如图 5. 7。可以看出，实际图像中右边

有少量障碍物——书桌、椅子等，在地面轮廓图 5. 7 (a)中出现了对应的缺失，地

面的二值图像图 5. 7 (b)中右边的两列像素值符合实际情况。图 5. 7 (c)中的触觉阵

列对应于地面二值图像。 

 

 

 

图 5. 6 室内场景  

图 5. 7 地面轮廓、二值图和提示信息 

2、 楼道内场景一 

在有较大障碍物的情况下，如图 5. 8 视场左前方有一面墙，在图 5. 9 中的触

觉阵列信息中也给出了较直观的提示，只有右下角的部分像素为绿色，说明需要向

右转以避开左前方的障碍。



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22 

 

 

 

 

 
图 5. 8 楼道内场景一 

 

图 5. 9 地面轮廓、二值图和提示信息 

3、 楼道内场景二 

如图 5. 10 为前方、左前方和右前方都有障碍物的场景，在图 5. 11 中的二值

图像中，给出了类似三角形的通路信息，提示左前方、右前方都有障碍物，并且前

方较远处也有障碍物。 

 

 

 
图 5. 10 楼道内场景二 

 

图 5. 11 地面轮廓、二值图和提示信息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23 

6 总结与展望 

6.1 总结 

通过这次毕业设计的工作，系统初步实现了用触觉和语音的方式与盲人进行

交互的功能。语音部分可以将任何想要传达给盲人的文字信息以声音的形式播报

给盲人，这些信息可能包括：障碍物的位置、障碍物的距离、地面或通路的大致方

位；触觉部分以电机阵列的形式呈现，电机阵列的大小为 50*50mm，可以实现任

何 8*8 的二值图像到触觉图像的转换，并且有明显的触觉效果，在实际应用中可

能传递的信息包括：通路或障碍物在正常人视野下的大致位置、障碍物的形状、通

路和障碍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等。 

6.2 展望 

本系统已实现了基本交互功能，但不足之处在于，8*8 阵列能传达的信息量较

小，以及电机阵列的硬件结构复杂且控制电路小型化程度不足；语音导盲的实时性

效果不理想。后续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触觉阵列的实现部分，如利用微机电系统

（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设计制作非常小型的振动电机实现单

个触点；同时还要简化电机阵列的控制电路。总之，小型化、触点丰富和更舒适的

体验是本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的最终目标。 

在盲人辅助、盲人人机交互的领域，触觉是非常高效的与盲人进行交互的手段，

触觉代替视觉对盲人来说是一大福音，其替代的效果直接影响盲人的生活质量。相

信在更多人对盲人或视觉受损人群的关注下，盲人人机交互技术会发展地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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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A 1 电机阵列控制电路整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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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 PCB 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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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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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了解国内外盲人交互系统的实现方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

及有关盲人体验方面的资料，关注前人工作进展，确定预期目标和软硬件实现方案，

撰写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完成开题答辩。 

阶段名称：交互方案的构想和设计 

研究时间：2015-01-14 至  2015-02-14 

工作内容：在第一阶段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本项目盲人导航系统的、更有

效的人机交互方案。进行初步的硬件搭建和软件算法设计。 

阶段名称：寒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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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学习和硬件设计。  

阶段名称：软硬件基本功能调试 

研究时间：2015-03-16 至  2015-04-16 

工作内容：将传感器和模式识别算法输出的路况、场景（起居室、走廊、马路、人

行道）等信息传递给盲人（或被遮蔽眼睛的明眼人），提出有效的测试方法，测试

交互系统的功能。 

阶段名称：整体系统功能的调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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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要求为盲人视觉辅助系统设计一套人机交互装置和界面，将传感器和模式

识别算法输出的路况（通路、障碍物）、场景（起居室、走廊、马路、人行道）等

信息传递给盲人，这些接口可以通过语音、振动传感、触觉传感等的一种或多种的

结合构成。最终实现盲人的避障、开门、上下楼梯（电梯）等的提示，要求做到接

近正常人的行走速度（1m/s-1.5m/s）而不会碰触障碍物。要求申请人积极投入，

善于思考，主动及时与组内成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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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是为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提供行之有效的人机交互装置，开发

了语音合成模块，能够将障碍物和通路信息通过语音传递给使用者。同

时，还设计并搭建了更高级别的触摸传感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将盲人面

前的地形信息通过触摸阵列传递给盲人，为后续开发提供了很有意义

的支持。 

 指导教师(签名)   

2015 年 6 月 16 日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赵向东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

计”，论文是为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提供行之有效的人机交互装置，论文

选题比较贴近实际应用，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概述了语音合成

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触觉图像触点的实现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音

和触觉结合的盲人人机交互手段。随后阐述了语音交互和触觉交互的

实现方法和过程，搭建了语音合成模块，能够将障碍物和通路信息通

过语音传递给使用者，同时，还设计并搭建了更高级别的触摸传感人

机交互界面，能够将盲人面前的地形信息通过触摸阵列传递给盲人，

并进行了实际场景的测试。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的要求，在研究和

动手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 结题答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答辩



                                      

 

过程表述流畅，回答问题正确。 

总评成绩：文献综述：9，开题报告：18，外文翻译：8。毕业答辩

成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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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学生姓名 赵向东 学 号 3110104600 年级 2011 

所在学院 光电信息工程学系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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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选题比较贴近实际应用，在毕设工作，通过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初步实现用触觉图像

和语音播报与盲人进行交互的功能，在研究和动手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论文写作条理清

楚，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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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学生姓名 赵向东 学 号 3110104600 年级 2011 

所在学院 光电信息工程学系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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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是为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提供行之有效的人机交互装置，开发了语音合成模块，能够将

障碍物和通路信息通过语音传递给使用者。同时，还设计并搭建了更高级别的触摸传感人
机交互界面，能够将盲人面前的地形信息通过触摸阵列传递给盲人，为后续开发提供了很

有意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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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向东 学号                3110104600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盲人视觉辅助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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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实物有没有做出来？ 答：已做出了触觉阵列的实物。 2. 盲人怎样感知触点位置？ 

答：用手掌或手指去触摸感知 3. 单个触点是凹陷还是凸起的？ 答：单个触点是利用单

个电机轴的转动来实现的。 4. 一位是 4个 bit 吗？ 答：十六进制的一位正好是 4个 bit

位，一个长整型可以存储 8*4 个 bit，正好是串行数据转并行数据输出的 32位。 5. 白剑

老师建议，语音的改进，两种模式：简洁播报式和复杂播报式。 6. 梁宜勇老师提出建议，

显示特定的图案，在未知情况下找人测试，看是否能感知出结果。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