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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约有 2.8 亿视障人士，其中盲人多达

3900 万[1]。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为残疾人提供了无障碍设施，如盲道，方便了

视障者的出行。但由于数量少，又经常出现被占用的现象，视障者出行的问题仍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盲杖是最为常用的导盲工具。凭借盲杖，视障者可以察觉出路面的凸起、坑

洞、台阶等不利于盲人行走的障碍。然而，盲杖在作定向行动时，仅能以点状式

的接触侦测障碍物，无法探索侧面与上方死角的突出物，容易造成视障者上半身

的碰撞。同时，因为拐杖尺寸很大，非常醒目，在现实社会中，盲杖几乎成为盲

人的标志，这对盲人的感情和自尊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使其逐渐产生对盲

杖讨厌的情绪。导盲犬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视障助视器，不仅具有引导绕过障碍物、

拒绝执行危险命令等优点，更有陪伴主人的效果。然而培养导盲犬需要付出高额

的训练成本，并且在某些社交场合（例如禁止宠物进入）备受限制，因此导盲犬

无法普及。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不断地尝试研究和开

发导盲装置与设备，帮助视障人士获取道路方向、障碍物的方向、位置、大小等

在行走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路面信息，并更加注意且外观、舒适度和装置的简易便

携性。利用科技手段帮助盲人拓展独立生活及工作的能力，逐渐成为一项备受关

注的课题。现有的数字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已经能很好的识别出人脸、地面、

障碍物等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很好的交互方式能将以上检出信息高效

传递给盲人。本课题致力于将 RGB-D 传感器生成的深度图像以及经过图像处理

得到的障碍物等信息编码成声音传递给视障人士。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发和设计了多种用于辅助盲人导航的图-声转换系

统。主要分为语义方式和非语义方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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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语义方式 

语义方式将图像中的信息通过图像处理算法提取出来，再翻译成语言传达给

使用者。比如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开发的 NAVI 导盲系统[2]，它利用摄像头捕捉提

前在道路上设置好的图片标记，经过图像采集和处理得到用户距离图片标记的距

离，再播放类似“距离目的地还有 3 米…2 米…1 米…请开门”的语音。这样的

系统往往需要提前录制好一系列语音或者利用文字—语音转换的方式产生声音。 

1.2.2非语义方式 

非语义方式不需要产生语音，而是使用声音的振幅、频率等参数来传递信息。

其中又可以根据是否采用三维立体声分为直接声音映射和空间化声音映射。 

直接声音映射方法将 RGB 图像、深度图像或者经过图像处理后得到的信息

直接转化为声音的参数。比如 Meijer 设计的 vOICe 系统[3]，它利用图像传感器采

集到大小为 64x64 的灰度图，每一个像素点的灰度分为 16 个等级。图像的每一

个像素点可以看作一个正弦波发声器，像素的横坐标对应不同的正弦波产生时间，

纵坐标对应正弦波频率，灰度值对应正弦波的振幅，如图 1-1。每个时刻用户会

听到一列像素点发出的所有正弦波的叠加。当最后一列播放完成后会出现提示音

“叮”。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声音的所有参数，映射速度快，但是也存在用户学

习时间长，正弦波使人难以忍受等问题。此后又有学者不断改进直接声音映射的

方法，比如根据视觉注意理论将图像中人最先注意到的部分提取出来进行转换[4]，

将从左向右的扫描方式改成从中心向四周的扫描等[5]。 

 

图 1-1  vOICe的直接映射系统 

如果图像不经处理直接映射成声音，大量的信息难以通过声音传递给盲人，

所以一些学者先用计算机视觉相关技术来处理图像，得到一些信息后再映射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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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比如 ColOr 系统[6]先利用图像分割算法将图像按照不同颜色区分，再将分割

后图形的颜色转换到 HLS（色调，饱和度，亮度）空间，将最关键的色调映射到

不同音色的乐器（比如小提琴，萨克斯等），饱和度映射到不同频率，亮度映射

到作为伴奏的低音贝斯或者合唱声音。 

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开发的导盲系统将通过图像处理得到的障碍物距离信

息映射到不同频率的声音[7]，左耳的声音表示左边障碍物的距离，右耳的声音表

示右边障碍物的距离。不过这种方法大大降低了声音传递信息的带宽，并且非常

依赖图像处理得到的结果。如图 1-2。 

 

图 1-2 萨拉戈萨大学的映射方案 

与直接映射相对应，另一种空间化声音映射方式则利用了人类对于音源位置

的感知能力。Zhiqian Wang 等学者将二维灰度图像映射到空间曲面上[8]，如图 1-

3。利用类似 CRT 显示器的方式逐行扫描，像素的灰度用响度表示。人对水平方

位角的分辨率比较高，所以图像的横坐标可以直接映射到曲面的横坐标上。但是

人在仰角方向上分辨率很低，所以作者在不同高度的像素中混入了不同频率的声

音来辅助判断。这种映射方法更加符合普通人的认知习惯，但是在图像比较大时，

需要的扫描时间较长。 

 

图 1-3 将声音映射到三维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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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eiro, F.认为在良好的头相关传递函数滤波下[9]，空间化三维声音的分辨率

可以达到 5°左右。他开发了一套将真实空间坐标映射到虚拟声音空间坐标的系

统，即以每一个视场内的物体为虚拟音源发出三维声音直接传递给人。他先利用

深度图平面检测的方法将视场中的图像分解为不同的三维平面，再用依次播放每

个平面的 4 个顶点的声音进而描述空间中的平面，如图 1-4。对于水平的平面，

逆时针播放 4 个顶点的声音，音调逐渐上升，对于垂直的平面，顺时针播放 4 个

顶点的声音，音调逐渐降低。对于通路指示，他仿照雷达，从左到右不停顺序播

放每个朝向的通路信息，高音表示通路，低音表示有障碍，响度表示障碍的距离，

如图 1-5。 

 

图 1-4 空间平面的表示方法             图 1-5 类似雷达的通路指示 

从目前的文献调研结果来看，各种图像-声音映射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语

义方式传达信息的速率较慢，需要人脑再“翻译”。非语义直接映射方式学习较

慢，且容易使用户淹没在大量嘈杂的声音中找不到有用信息。非语义空间化映射

则需要良好的头相关传递函数滤波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以上几种方式各有优缺

点，如何将以上几种方式取长补短融合在一起是提高盲人辅助系统交互效果的关

键。 

1.3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为解决视障人士视觉辅助技术中的人机交互问题，提出了以图像-

声音映射为主要手段的交互方式。 

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以及国内外盲人视觉辅助技术领域

声音交互的几种方式。 

第二部分为系统设计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本系统主要由图像获取与处理、图

像-声音映射规则和声音播放三部分组成。在图像获取与处理部分，总结了需要

映射的图像信息的种类；在图像-声音映射规则部分，详细举出了可以用来映射

的声音参数，总结了正弦波映射、方位映射、乐音映射、语义映射，4种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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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射方法并且提出了深度图-正弦波、深度图-立体声、障碍物检测-立体声、

障碍物检测-语音，4种图像-声音映射方案；在声音生成与播放部分，具体阐述

了正弦波、立体声、乐音、语音的生成、处理、播放的方法。在可行性分析方面，

讨论了听觉交互的原理可行性和图像、声音处理的技术可信性。 

第三部分为实施方案，具体介绍了图像-声音映射具体实现的过程。首先介

绍了软件实现构架，主要分为数据类、音频处理类和映射方案类。数据类负责生

成、存储各类音频数据；音频处理类负责滤波、混音等音频操作；映射方案类负

责实现各种映射规则，并且作为声音与图像信息的接口。接着介绍了上述软件构

架下不同功能的实现方法，采用 C++和 MATLAB 混合编程；用 XAudio2 音频引擎

管理声音播放；用 RealSense SDK 实现语音合成；用 MATLAB 信号处理函数实现

相关滤波算法并且用 Coder 工具箱生成 C++静态链接库与其他功能集成。 

第四部分为系统测试，首先对图像-声音映射的正确性做了检验，其次使用

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映射方案通过障碍物区域，统计了通过时间和碰撞次数。 

第五部分为成果与展示，展示了不同映射方法的图形交互界面，可以同时看

到和听到映射前的图像和映射后的声音。 

2. 系统设计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2.1设计要求与指标 

调研国内外将 RGB-D 图像传递给视觉障碍人士的交互技术。分析总结现有各

种方案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实现几种基于图像-声音编码的盲人视觉辅助系统

的人机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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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总体设计方案 

 
图 2-1 系统设计框图 

图 2-1为系统设计框图。第一步，图像由 RGB-D（RGB-Depth，彩色-深度）

相机采集，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图像处理作为待映射的图像信息；第二步，将图

像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编码到声音；第三步，根据映射规则将声音播放出来。下

面将具体介绍这三部分的设计方案。 

2.2.1 图像获取与处理 

图像信息由 RGB-D相机采集获得。和普通的相机相比，RGB-D相机除了可以

采集到彩色图，还能利用其内部的双目算法或结构光投射方法获取视场内的深度

图。我们实验采用的 RGB-D相机是 Intel公司的 RealSense R200相机，它可以在

60fps（Frame Per Second，帧每秒）的情况下采集 640×480大小的 16位深度图。 

由于 RealSense相机内部深度算法的限制，直接获取的深度图有许多没有深

度的无效点，通过一些滤波、彩色图融合等深度图后处理算法可以得到质量较好

的深度图。 

单纯的深度图或彩色图包含了视场内全部信息，如此大量的信息很难通声音

或者其他交互方式告知盲人，需要通过一些计算机视觉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降

低图像大小或者检测图像中的诸如障碍物、楼梯、红绿灯等关键信息，这部分工

作已经由实验室其他同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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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图像-声音映射规则 

1. 声音的参数 

人听到声音的本质是物体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再到达双耳引起鼓膜

振动，进而被人脑感知。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体振

动形成声波，第二阶段是双耳感知声波形成声感。 

在第一阶段，声波是以空气为介质传播的机械波，其基本的表达式如下： 

� = ����(2��� + �) 

其中可以利用的参数有 A 振幅、f 频率、�相位、t 持续时间。对于比较复杂

的声音，比如乐音和语音，可以看作由不同频率和振幅的正弦波相互叠加形成，

这些参数组合千变万化，又形成了音色、语义等高级的声音参数。 

在第二阶段，人的双耳结构使得人可以对声音的方向有一定的判断，所以音

源的方向也可以作为声音映射的参数。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声音的参数。 

1）频率（Frequency）\音高（Pitch） 

频率是机械波最基本的参数之一，正常人的听觉范围在 16Hz~20000Hz 之间，

而人耳最敏感的频率范围大约是 500Hz~4000Hz。在音乐范畴内，用音高来表示

声音频率的高低，有八度和十二平均律的概念将频率和音高做一一对应的关系，

歌曲中常用的中音区频率范围大约在 130Hz 到 260Hz 之间。在使用频率\音高作

为映射参数时可以采用人们比较熟悉的音高。 

2）振幅（Amplitude）\响度（Loudness） 

振幅表征机械波固有的能量值，而响度表示人听到的声音的强弱，受主观因

素影响，由于人耳对不同频率的声波的响应不同，所以相同振幅，不同频率的正

弦波响度可能有所不同。人耳对响度的分辨率要远低于频率\音调。 

3）频谱（Spectrum）\音色（Tone） 

发声体的振动往往不是简谐振动，包含了多种频率分量，可以将其分为基音

和泛音，基音决定了音高，而泛音的强弱和多少决定了发声体的音色，不同种类

的乐器之间音色往往差别巨大。对于语音来说，同样的语句，用四川话和东北话

听起来有明显区别，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对不同乐器音色和口音的

分辨能力.不过和频率、振幅等参数来说，人对音色\口音的分辨是离散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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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特定的几种乐器和口音能被人明显分辨。 

4）方位（Location） 

类似双目效应，人耳也有双耳效应。人产生听觉空间感的原因主要有：双耳

强度差、双耳时间差以及头、耳廓、耳垂等人体组织对声音的反射与吸收。前两

者可以根据声波的衰减系数和双耳到音源的距离计算，而人体组织对声音的作用

则很难计算。借用信号和系统中的概念，将耳廓等人体组织对声音的作用看作线

性非时变系统，则该系统可以由头相关冲击响应（HRIR，Head Related Impulse 

Response）或者头相关传递函数（HRTF，Head-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来表示。

利用 HRIR 或 HRTF 对音频进行滤波即可获得双声道立体声。 

5）持续时间（Duration）/节奏（Rhythm） 

持续时间指的是声音从开始到结束经过的时间。节奏和持续时间略有不同，

它是指声音在大尺度时间上的频率，或者说声音包络的频率，快节奏的音乐往往

让人感到紧张，与此相反，慢节奏的音乐会让人感到舒缓。 

6）语义（Semantics） 

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更高级别的声音，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

物的明显标志之一。利用语言中的语义可以描述出各种场景。 

综上所述，声音的参数可以被总结为 4 类：物理参数（振幅、频率、频谱、

持续时间），方位参数（三维音源位置），乐音参数（响度、音高、音色、节奏），

语义参数（语义、口音）。 

2. 基本声音映射方法分类 

 根据上述 4 组不同的声音参数，可以将图像-声音映射方法分为最基本的 4

类：正弦波映射，方位映射，乐音映射，语义映射。这 4 中不同的映射方法有以

下的特点，见表 2-1： 

表 2-1 基本映射方法特点 

映射方法 学习难度 生成难度 传递信息速率 

正弦波映射 难 容易 大 

方位映射 较容易 难 较大 

乐音映射 较容易 较容易 较大 

语义映射 容易 较容易 小 

所以，针对不同的图像信息，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基本声音映射方案结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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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补短。下面介绍几种综合映射方案。 

3. 映射规则 

1）深度图-正弦波映射规则 

将采集到的深度图降采样到 50X50 的大小的 8 位灰度图。每次映射时从左

到右扫描每一列图像。将每一列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看作一个正弦波发声器，将

像素点的纵坐标映射为正弦波的频率，纵坐标越大，频率越大。将像素点的深度

值映射为正弦波的振幅，深度值越小，振幅越大，如图 2-2。第�列声音的数学描

述如下： 

��(�) = � ���(2����)

��

���

 

其中�为像素点的纵坐标，�为时间序列，为了保证每秒钟完成 1 次映射，t 的

持续时间为 0.02 秒，即� = 0,
�

��
,

�

��
, … ,0.02 ，其中 fs 为采样率。 ��为纵坐标为�

的点的频率值，取值为f� = 50 × i，这样可以使得每一列最后一个采样点的相位

为2� × 50� × 0.02 = 2��，而每一列第一个采样点的相位为 0，相邻两列之间没

有相位突变，听起来不会有爆破音。这种映射方式类似 vOICe 系统[3]，不过将图

像从彩色图变成了视障人士更迫切需要的深度图。 

 

图 2-2 深度图-正弦波 映射规则 

2）深度图-立体声映射规则 

将深度图划分为 2 行 5 列共 10 个格子，计算每个格子的平均深度。每一列

格子对应三维空间中的一种乐器，如图 2-3。格子的行号对应乐器的音高，深度

值映射到声音的强度，距离越近，声音越大。具体规则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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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深度图-立体声 映射参数 

乐器 

音调 
小号 钢琴 泰国锣 小提琴 木琴 

C4 � = −60� � = −30� � = 0� � = 30� � = 60� 

D4 � = −60� � = −30� � = 0� � = 30� � = 60� 

 

图 2-3深度图-立体声 映射规则 

深度图计算时的有效距离为 200mm~5000mm，为了重点提示距离在 1.5

米以内的近距离障碍物，忽略距离较远的地面和背景，将深度和振幅的关系设

置为� = (� − 5000)�/4800�其中，A 为振幅，d 为距离，其函数图像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深度图-立体声 距离与振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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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障碍物-立体声映射规则 

障碍物检测可以得到视场内最近的三个障碍物的位置和大小。我们将相机的

视场划分为 7 个角度，并且以相机为圆心，以半径划分为远、中、近三个区域，

这样在视场内一共形成了 3 行 7 列的 21 个区域，如图 2-5。假设不同区域中摆

放着一件不同音高，不同音色的乐器，每次障碍物检测完成时，将检测到的障碍

物放置到这 21 个区域中，对应区域的乐器便会开始弹奏。具体音调和角度参数

如表 2-3。 

有扫描模式、同步模式两种方案来播放声音。在扫描模式下，乐器从左到

右依次发声，每个乐器持续播放 0.1 秒，共 0.7 秒可以完成依次映射。在同步模

式下所有乐器同时发声，共持续 0.5 秒。 

 
图 2-5 障碍物-立体声 映射示意图 

表 2-3 障碍物-立体声 映射规则 

乐器 

距离(mm) 
铃铛 小号 钢琴 泰国锣 小提琴 单簧管 木琴 

200<d<1000 
E4 

� = −85� 

E4 

� = −60� 

E4 

� = −30� 

E4 

� = 0� 

E4 

� = 30� 

E4 

� = 60� 

E4 

� = 85� 

1000<d<2000 
D4 

� = −85� 

D4 

� = −60� 

D4 

� = −30� 

D4 

� = 0� 

D4 

� = 30� 

D4 

� = 60� 

D4 

� = 85� 

d>20009000 
C4 

� = −85� 

C4 

� = −60� 

C4 

� = −30� 

C4 

� = 0� 

C4 

� = 30� 

C4 

� = 60� 

C4 

� = 85� 

4）障碍物-语义映射规则 

障碍物检测可以得到视场内最近的三个障碍物的位置和大小。我们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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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障碍物的真实坐标，以语音的形式提醒视障人士障碍物的位置在哪里，如

何避障。具体有 3 种语音形式，  

详细模式：告知视障人士具体的障碍物信息，如：左 20°1.2 米有障碍 

简略模式：省略角度信息，仅告知视障人士障碍物的大致位置，如：左 1 米

有障碍 

寻路模式：告知视障人士如何走从而躲避最近的障碍物。具体规则如表 2-4. 

表 2-4 障碍物-语义映射规则 

障碍物位置 D<0.5M 0.5M<D<2M D>2M 

� < −20� 快右转 直走 直走 

−20� < � < 0� 快右转 右转 直走 

0� < � < 20� 快左转 左转 直走 

20� < � 快左转 直走 直走 

2.2.3 声音生成与播放 

1. 正弦波生成 

在已知了正弦波参数和声音采样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生成。 

2. 立体声合成 

生成立体声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头相关传递函数（HRTF）进行滤波。HRTF 可

以通过物理建模、数值计算得到，但计算过程往往非常复杂。此外，也可以通过

实验测量的方式获得。加州大学的 CIPIC（Center for Image Processing and Integrated 

Computing）数据库是世界最优秀的 HRTF 数据库之一。它包含 30 名受试者在 25

个不同方位角、50 个不同高度角的 HRTF 数据。只需要将单通道声音和某个特定

角度的 HRTF 进行滤波，即可生成双通道的立体音。 

3. 乐音生成 

不同乐器包含复杂的谐波，难以直接合成。电子音乐软件将不同的乐器音效

存储在音频数据库中，我们直接再加载音频数据库中的文件来获得不同乐器的声

音。 

4. 语音合成 

目前有许多第三方库可以实现文字语音转换功能(TTS，Text to Speech)，我们

采用的 RGB-D 相机 RealSense 的软件开发工具包中就包含了 TT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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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可行性分析 

原理可行性：现代脑科学已经证实，失去视觉的盲人往往伴随着行为代偿，

比如听觉和触觉能力的提高[10]。其主要生理机制为大脑皮层的跨感觉通道重组，

即盲人的视皮层并没有因为视觉剥夺而失去作用，而是广泛地参与了其他感知觉

任务。因此，以听觉作为主要的盲人视觉辅助交互方式在原理上是可行的。 

技术可行性：在数字图像处理方面，传统的图像处理方法和机器学习技术紧

密结合，已经能实时生成相机前方的深度图，并且较好的识别出人脸、地面、障

碍物等信息。在声音播放方面，XAudio2 等游戏音频库已经实现了 DSP 级的音效

处理效果，所以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2.4技术难点 

立体声是非常有效的图像-声音映射方式，如何生成高分辨率的立体声是本

系统的难点。由于耳廓结构的个体差异，不同人的头相关传递函数也不尽相同。

为此，寻找合适的头相关传递函数是产生高分辨率立体声的关键。 

3. 实施方案与技术路线 

3.1功能/模块设计方案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知，声音的基本映射方式有 4 类，而这 4 中基本方式的实

现方法有共性也有不同，需要统筹安排各个基本功能的实现方法。为此，我设计

了以下的声音映射系统，如图 3-1。 

声音映射系统主要分为 3 大基本模块：数据类、音频处理类和映射方案类。 

数据类主要负责生成、存储音频数据。对于乐音映射，需要电子音乐软件生

成的音频文件。对于物理参数映射，需要按需生成不同频率振幅的正弦波。对于

语义映射，需要合成不同的语音。 

音频处理类负责对数据类进行处理。主要包括头相关传递函数产生立体感，

不同音频数据的混音，以及调节音量、音调等基本的音频处理。音频处理类只会

处理数据类中的数据，并且将处理后的结果存回数据类，其本身不会存储任何数

据。 

声音播放类是声音播放的接口，它会根据具体的映射方案，接收相应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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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调用音频数据类和音频处理类从而实现整个方案。 

 
图 3-1 声音交互平台构架图 

3.2 具体技术路线与实现方法 

在 Windows 平台下，可以使用 XAudio2 游戏音频引擎实现声音的播放和线

程管理，主要用 C++来实现。本系统使用的 RGBD 相机 Intel Realsense 的 SDK 中

提供了语音合成的 API，可以用来生成语音。MATLAB 中有方便的滤波函数来实

现头相关传递函数的滤波，也提供了丰富的方式实现和 C++的混合编程。综上，

我主要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各种声音类型的播放和处理，见表 3-1。 

表 3-1 具体声音播放方法 

声音类型 生成方法 

物理正弦波 MATLAB 生成 

乐音 XAudio2 引擎载入音频文件 

立体声 MATLAB 载入 CIPIC 数据库的 HRTF 对声音进行滤波 

语音 RealSense SDK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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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测试与结果分析 

4.1 测试方法 

4.1.1映射方法测试 

首先需要对几种映射方法进行测试，让正常人一边观察映射前的彩色度、深

度图，一边听映射后的声音，判断是否能从声音中听出图像的信息。 

4.2.2交互效果测试 

在一片 3 米宽，6 米长的空地上摆放了 6 个障碍物，如图，让蒙眼受试者利

用某种图像-声音映射方法，尝试从入口走到出口。通过统计时间、碰撞次数等可

以初步判断这种图像-声音编码方式的好坏，如图 4-1。 

 

图 4-1 交互效果测试场地 

障碍物摆放共有 4种，如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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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障碍物摆放方式 

4.2 测试结果与分析 

4.2.1映射方法测试结果 

1. 深度图-立体声映射方案 

图 4-3~4-5 为三组测试结果，分别为原始图、深度图、映射前的降采样图、

映射后的音感： 

 

 

图 4-3深度图-立体声映射方案测试结果 

可以明显听到左侧的小号音和钢琴音，其他伴奏声音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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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深度图-立体声映射方案测试结果 2  

可以听到中间有锣的声音，其他声音几乎没有。 

 

 

图 4-5深度图-立体声映射方案测试结果 3 

可以听到钢琴、木琴、小提琴、小号复合的声音，但是没有中间锣的声音。 

2. 深度图-正弦波映射 

图 4-6为原始彩色图、映射前 50X50的降采样深度图和映射原理图。此时

可以听到两段比较安静的声音中间夹杂着一段比较嘈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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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深度图-正弦波映射测试结果和原理图 

3. 障碍物-立体声映射 

    

 

图 4-7障碍物-立体声映射测试结果  

图 4-7为障碍物检测结果，它可以标记出最近的几个障碍物的大小和实际

位置。在同步模式下可以听到中间偏右位置的锣和小提琴响度很大，而其他位

置的乐器响度较小。在扫描模式下可以听到从坐标扫描到中间时响度增强，最

右侧乐器没有声音。 

4. 障碍物-语义映射 

图 4-8为障碍物检测结果。在简略模式下可以听到：右 0.8米有障碍；在详

细模式下可以听到：右 15°0.86米有障碍；在寻路模式下可以听到：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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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障碍物-语义映射测试结果 

4.2.2交互效果测试结果 

我选取了深度图-立体声映射和障碍物-语义映射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图

像-声音映射方法进行测试，数据如表 4-1 和表 4-2。 

表 4-1障碍物-语义 映射测试结果 

地图编号 
测试者 1 测试者 2 

通过时间 碰撞次数 通过时间 碰撞次数 

1 87 1 83 1 

2 58 0 85 0 

3 61 1 76 0 

4 57 0 93 2 

表 4-2深度图-立体声 测试映射结果 

地图编号 
测试者 1 测试者 2 

通过时间 碰撞次数 通过时间 碰撞次数 

1 120 0 78 0 

2 89 0 73 1 

3 74 0 104 0 

4 73 0 55 1 

首先对这两种图像-声音映射方式进行比较。从表 4-3 可以看到，障碍物-语

义映射的通过时间较快，但是碰撞此时较多，这体现出语义映射较易理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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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只能提示最近的障碍物，缺乏对视场内障碍信息的整体感知，而且比较依赖

障碍物检测的结果，一旦障碍物检测不稳定，声音映射也会出现错误。深度图-立

体声映射方式通过时间较慢，但是碰撞次数较少。这体现出用户对立体声映射需

要一定的反应时间，但是由于它可以全面反应视场内的深度信息，用户可以感知

整个视场内的障碍，所以平均碰撞次数较少。 

表 4-3 交互效果测试统计 

 障碍物-语义 深度图-立体声 

平均碰撞次数 0.625 0.25 

平均通过时间(秒) 75 83 

5. 成果与展示 

本系统实现了几种图像-声音的映射方案，并且完成了配套图形界面，如图

5-1。只要连接好相机即可运行。左侧为相机图像，如果有障碍物检出会用方框将

其框出。右侧为障碍物信息，包括距离、角度和大小。右侧可以选择当前声音映

射的方式，耳机中也会播放对应的声音。 

 
图 5-1 图像-声音映射图形交互界面 

使用声音交互的盲人视觉辅助装置整体使用图如图 5-2，连接好蓝牙骨传导

耳机、RealSense 相机，在平板电脑上运行程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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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声音交互盲人视觉辅助装置使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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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验收报告、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若有） 

7.2 其他设计资料（设计软件、电路图、光学系统图纸等）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视觉人机交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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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与基础学习 

研究时间：2015-12-19 至  2016-01-19 

工作内容：调研现有盲人视觉辅助系统的人机交互方式，重点关注声音交互；学

习数字图像和音频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处理方法 

阶段名称：深度-声音编码方式探索 

研究时间：2016-01-20 至  2016-02-20 

工作内容：以语义方式和非语义方式为两个大方向，分别尝试基本的深度-声音

编码，并观察效果，选择出最合适的方式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阶段名称：效果优化 

研究时间：2016-02-21 至  2016-03-21 

工作内容：尝试多种深度-声音编码方式结合，进一步优化效果。 

阶段名称：功能集成 

研究时间：2016-03-22 至  2016-04-22 

工作内容：与基于图像的通路检测、障碍物检测、红绿灯斑马线识别和震动腰带

等技术结合，提升综合体验 

阶段名称：实用化 

研究时间：2016-04-23 至  2016-05-23 

工作内容：联系视障人士体验使用效果并提升实用性。 

阶段名称：形成论文与专利 

研究时间：2016-05-24 至  2016-06-03 

工作内容：撰写毕业论文、申请专利。 

 

课题背景 视觉信息是人类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最重要信息来源，人类从外界获得

的信息中 80%左右是从视觉系统输入的，而听觉占 10%左右，触觉、嗅觉等只占



 

很少的部分。对于盲人视觉辅助系统来说，将视觉信息转换为声音信息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人机交互方式。利用深度相机可以获得盲人最迫切需要的空间深度信息，

本课题将研究深度-声音编码，高效利用声音向盲人传递图像信息。研究意义 该

研究有利于充分利用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深度相机采集到的数据，使系统与盲人

交互更流畅便捷，增强系统的实用性。路线在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深度相机可

以实时采集深度图。从图像到声音的转变可以采用图像语义的方式或者非图像语

义的方式。图像语义是指将图像信息转变为语音提示信息；非图像语义方式则是

将图像数据直接映射到声音信号，但使用者需要经过训练，从声音中提取频率、

振幅等信息恢复到图像。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该研究将结合两种方式实现从深

度到声音的编码并使盲人能够利用听觉理解深度图中的信息。本课题预期需要的

学生能力本课题要求具有一定的数学计算、图像识别和程序编写能力。每周至少

参加一次指导教师见面会，总结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最终预期成果能够提取盲

人视觉辅助系统中获得的深度图像信息，并生成声音序列提示前方的障碍信息帮

助盲人避障。申请发明专利一项。  

   起讫日期   2015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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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业 设 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语： 

调研了图像的语音编码技术，对深度图像的语音编码进行了分

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响应的算法和程序，制作了人机交互

界面，实现了在样机上联调运行，请盲人进行了体验，取得了较好

的交互效果。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胡伟健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图像声音编码的视觉

辅助人机交互系统》，旨在为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提供行之有效的人

机交互装置，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选题合理。    答辩人首先概述

了盲人视觉辅助系统常用的人机交互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图像

声音映射的盲人人机交互手段。随后阐述了图像声音映射的原理和

方案，搭建了语音合成模块，能够将障碍物和深度信息通过声音传

递给使用者，同时，还设计并搭建了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将映射前

的图像和映射后的声音显示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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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10.0 9.0 9.0 63.0 91.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胡伟健 学号               3120000080 专业 信息工程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视觉人机交互技术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6-06-08 09:00 答辩地点 教三 326 

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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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图-立体声和障碍物-语义两种映射方式是否有学习的极限？ 答：是的。 直接语

义的映射方式几乎没有学习难度， 所以没有学习和极限的过程。但是对于立体声映射的

方式，肯定是使用时间越长，越熟练 2、你觉得那种方式更好呢？ 答：立体声方式更好

一点，可以有延伸和学习的空间。 3、障碍物检测的结果单位是什么呢？ 答：是毫米。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