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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仪器/传感器设计-总结报告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视觉是人类与外界发生联系、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人类从外界获得的信

息中80%左右是从视觉输入的。而盲人这一特殊群体，由于视觉的缺失，其日

常生活，特别是外出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当下，盲人群体人数众多。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显示，当前全球有2.85亿人有视觉障碍，其中3,900万人

为全盲，24,600万人视力低下[1]。目前，盲人的日常行动普遍需要人员陪护，或

者需要依靠手杖、导盲犬等传统工具的帮助。这不但限制了盲人的自主行动，

而且给他们的出行增加了成本。同时，手杖等传统工具的探测范围、获取的信

息都十分有限，无法为盲人提供充分的协助。因此，亟需一种新型的高效的视

障辅助设备，来代替这些传统的低效的设备，为盲人的出行提供方便。 

英特尔RealSense等RGB-D传感器的引入为实现新型高效的视障辅助设备提

供了技术基础[2]。虽然RGB-D传感器的设计初衷大多是作为室内体感游戏的接

口（如微软Kinect），但由于其可以获得高质量、高帧率的深度图，在计算机

视觉方面的应用迅速铺开[3]。通过RGB-D传感器可以获取当前场景的深度信

息，利用此深度信息，经计算机处理后，可以识别出障碍物并计算最佳通路，

然后通过某种交互方式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递给盲人，实现导盲的功能。这样就

解决了传统导盲方式的低效问题，为盲人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市场上

的RGB-D传感器主要有微软Kinect，Intel RealSense，以及华硕Xtion等。 

但是目前利用 RGB-D 传感器实现导盲还并非完美无缺。由于视障辅助设备

使用场景复杂多变，鲁棒性要求高；而目前的 RGB-D 传感器自身存在的探测局

限性会使其无法完全满足要求。以 RealSense R200 为例，其深度探测的最近距离

约为 0.5m 左右，小于此距离则无法探测出物体的深度信息；对含有透明表面、

镜面等物体也无法有效探测到深度；图像传感器的视场角也比较有限。这些局限

性会使得其用于视障辅助系统时，会导致某些特殊情况下障碍物无法识别，出现

误判的情况，使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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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RGB-D 传感器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局限性，大大减

少其探测盲区，进而增强其用于视障辅助系统时的可靠性，提高视障辅助系统性

能，帮助视障人士更加全面、有效地获取当前路面情况，识别周围的障碍物并规

划行走路线，实现视障人士行走、过马路等活动的自主化，从而极大地方便视障

人士的生活。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上文提到的 RGB-D 传感器如微软 Kinect、Intel RealSense 等的不足之处，

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效的优化和改进措施，其中有些已经成功的实现商品化，作为

配件来改善 RGB-D 传感器的探测效果。 

 针对透明表面、镜面等表面无法探测到深度的问题，以 Kinect 为例，有学者

提出了“跨模态”立体视觉匹配来弥补原有深度图的缺陷[4]。我们知道，Kinect

的前面板有红外结构光投射器、RGB 传感器和 IR 传感器三个组件。其获取深度

信息的原理是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光技术，PrimeSense 公司将其命名为 Light 

Coding[5]，即用激光散斑给整个空间编码，空间中任意两处的散斑形状各不相同。

当待测物体进入空间，根据其上的激光散斑的形状和大小计算待测物体的三维坐

标。而透明表面和镜面由于其光学特性，IR 传感器无法从该种表面捕捉到激光

散斑，也就无法计算深度值。该学者认为，由于存在传感器和材料特性的相关性，

RGB 传感器的响应和 IR 传感器的响应之间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 RGB

传感器和 IR 传感器构成了双目立体视觉系统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在处理后将

IR 图像和 RGB 图像进行“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匹配，利用双目立体视觉来

获取特殊表面的深度。具体做法是将 RGB 三通道的数值进行加权组合，来“逼

近”IR 图像，即得到一种“伪 IR 图”，以此进行双目立体视觉的匹配，如图 1.1

所示。该研究者称此种方法可以使 Kinect 的探测效果提升 30%。该研究者后期

还使用了朗伯体表面训练得到对 RGB 三通道和 IR 通道滤波矩阵，使 RGB 图和

IR 图能够更好的进行双目立体视觉匹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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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 RGB 图依据优化的权重转化所得图 ( , , ) (0.368421,0.473684,0.157895)r g bw w w  ; 

(b)IR 图(红外投射器打开);(c)RGB 图转化的灰度图(各通道权重相同);(d)a 和 b 的视差

图;(e)c和 b的视差图。 

 对于现有 RGB-D 传感器探测范围有限、多个探测器之间会相互干扰以及吸

收体和透明体无法探测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7]。其

使用两个 Kinect RGB-D 传感器组成一个双目系统，用这两个 Kinect 获得的两幅

IR 图进行立体视觉匹配，计算深度。由于存在主动投射的红外光斑，所以 IR 图

很少存在没有任何纹理的区域，这有利于双目立体视觉匹配。作者称此种方法可

以解决原来透明表面、吸收体等没有深度信息的问题，而且由于两个 Kinect 红外

相机基线距离设置为 0.045m，可以将最小探测距离由原来的 0.8m 减小至 0.5m。

此种方法和在 Kinect 之后出现的 Intel RealSense 的测距原理相仿。 

 在 RGB-D 传感器探测范围的改进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并且成功的商品

化。Nyko 公司开发出的一款名为 Zoom of Kinect 产品，利用广角镜头，使 Kinect

的视场角得以扩大。其产品设计的初衷是用来解决在狭窄的地方使用 Kinect 不

便的问题，利用此产品可以在更短的距离、更小的空间内使用 Kinect 进行体感游

戏。由于其构造简单、价格合理，这种改进得以广泛应用。目前已经有学者研究

在机器人领域使用此产品来改善小范围成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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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Zoom for Xbox 360® Kinect® 

此外，针对 RGB-D 传感器得到的深度图存在孔洞，即有些位置深度信息缺

失的情况，有研究者提出了修复方案，可以改善深度图的质量、提高其精度[9]。 

所使用的方法基于联合双边滤波框架，包括空间和时间信息。原深度图中的孔洞

处缺少的深度值由对他们的邻居像素迭代应用联合双边滤波器获得。 

1.3 本文主要内容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 Intel RealSense 为例的现有 RGB-D 传感器无法探测近距

离物体深度的问题。通过对 RealSense 的优化，可以突破 RealSense 无法探测近

距离(约 0.5m，RealSense R200)物体深度的限制，实现利用 RealSense 对近距离障

碍物的检测和预警。 

 RealSense 所使用的光学测距原理本质上也是一种结构光测量的方法，之所

以会存在 0.5m 的限制，正是由于距离太近而导致红外投射器投射出的散斑过于

密集，连成一片，无法由散斑图案来确定物体的深度,导致深度图上出现无信息

区域。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必须用其他方法对已有的深度信息进行补全。 

  

(a) (b) 

图 1.3  (a)IR图 (b)深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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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Intel RealSense R200内部结构 

对于和 RealSense 相似的另一款 RGB-D 传感器——微软 Kinect，[7]提出的

使用两个 Kinect、采用双目立体视觉来改善其深度信息的探测的方法具有极大的

参考意义。和只有一个 IR 传感器和一个 RGB 传感器的 Kinect 不同的是，

RealSense 本身就具有左右两个 IR 传感器以及一个 RGB 传感器，我们可以在不

增添硬件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双目立体视觉来计算近距离物体的深度信息。从算

法简化的层面考虑，可以直接使用 RealSense 的两个 IR 传感器的红外图像进行

双目立体匹配，这样无须对图像进行过多的处理，过程比较简洁。但是如此处理

会有以下几个缺陷：第一，左右两个 IR 传感器的距离很大，即使用双目立体视

觉系统的基线距离长，这会导致最小可计算的深度值（最近距离）依然会比较大；

第二，如前所述，在近处物体表面红外投射器投射的散斑密集，在 IR 图上的表

现为物体本身的纹理被掩盖，导致在进行双目立体视觉匹配的时候匹配点不够多，

只能计算出有较大特征如物体边缘处的深度值。 

 针对此种情况，在[4]中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提出的针对 Kinect 的跨模

态的双目立体视觉的方法可供参考。所谓“跨模态”(cross-modal)，就是利用 Kinect

的 RGB 传感器图像和 IR 传感器图像进行双目立体视觉匹配，计算其视差。作者

利用 RGB 三个通道之间的加权组合，来将 RGB 图转化得到和 IR 图相似的“伪

IR 图”，然后将 IR 图和“伪 IR 图”进行双目立体视觉匹配计算视差，进而得到

深度值。受此启发，利用 RealSense 上的 RGB 传感器和距离 RGB 传感器较近的

IR 传感器做“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cross-modal stereo)应当是完全可行的。

由于 RGB 传感器和 IR 传感器的距离足够近，可以构成短基线的双目立体视觉

系统，所以不会存在上述左右两个 IR 图匹配时存在的基线过长、导致最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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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如作者所述，“利用机器学习获得 RGB 三通道权重、进行加权组合得到

‘类 IR 图’的方式，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物体表面颜色的变化或者红外照

射的不同都会显著影响三通道权重的大小。”也即用机器学习所得的三通道权重

无法广泛适用于各种环境。寻找一种方法，使 RGB 图和 IR 图能够在各种情况下

都能获得较好的匹配度，是本研究需要具体探讨的问题。 

 在[3]中提出的“跨模态”双目立体视觉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转

化方案，通过引入数据挖掘领域的聚类算法，使 RGB 图在转化为“伪 IR 图”的

过程中结合了当前场景信息（包括彩色信息和红外信息），而不再简单的使用固

定的权重组合，从而有效克服了原文“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的问题。在保证

一定匹配度的情况下，增强了“跨模态”双目立体视觉的环境适应性。 

 综上，利用改进的 RGB 图转化方案实现“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计算近

距离物体深度，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2. 系统设计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2.1 设计要求与指标 

 本研究要求分析总结现有的 RGB-D 传感器优化方案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

给出本课题要求的检测技术，通过对 Intel RealSense R200 的进行算法层面的优

化，解决其近距离探测盲区的问题，并利用其检测近距离障碍物，改善视觉障碍

辅助系统的性能。 

 设计指标主要包含可观测距离范围、距离计算的精确度、视频输出帧率以及

障碍物检出率。 

2.2 总体设计方案 

2.2.1 硬件平台 

 本研究所采用的硬件平台为 Intel RealSense R200，开发环境为 PC 机，IDE

选择 Visual Studio 2013。采用计算机视觉开源库 OpenCV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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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软件设计 

欲利用改进的 RGB 图转化方案实现“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计算近距

离物体深度，进而实现近距离障碍物检测，必须实现以下功能模块： 

(1) 图像转化重构：要实现“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必须使 RGB 图和 IR 

图两个在数据域上原本上完全不同的图像变为同一数据域，才可能进一

步做双目立体匹配。这是实现“跨模态”双目立体视觉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本研究提出一种在RGB-IR图对的基础上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将RGB

图重构为“伪 IR 图”的方案。该步骤也是本研究的核心。 

(2)双目立体视觉计算深度：该步骤主要包含了相机标定、图像匹配、深度计

算等，均有完善的理论和成熟的实现。以 OpenCV 为例，目前提供多种

双目匹配算法可供调用。 

(3)障碍物检出：本研究利用 RealSense 的在近处光斑密集，导致近处物体表

面在红外图像上出现“过曝”这一点，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障碍物检出。 

2.3 可行性分析 

Intel RealSense R200 现在已经成功商业化，调用 RealSense 提供的 SDK 中提

供的 API 函数，可以利用其获得特定视场、特定分辨率的 IR 图和 RGB 图；另

一方面，利用双目立体视觉计算深度的算法的实现已经相当成熟。这些为在

RealSense 平台上实现“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本研究所

使用的硬件平台简单，基础算法成熟，可行度较高。 

本研究所提出的使用聚类算法对 RGB 图进行重构的方法，在重构图时考虑

到了当前场景信息（利用了 RGB 图的三个通道和 IR 图中的灰度信息），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了环境敏感性，算法的适用范围广、鲁棒性比较高。而使用 RealSense

的 RGB 传感器和距离较近的 IR 传感器构成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基线距离短，保

证了可以检测近距离物体的深度值，将大大减小 RealSense 的近距离检测盲区。 

2.4 技术难点 

 利用 RealSense 获得的 RGB 图是 8 位三通道图像，而获得的 IR 图是 16 位单

通道图，两者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数据域。要实现“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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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转化 RGB 图，使其与 IR 图像处于相同的数据域中。因此，

本研究的技术难点主要在于如何将 RGB 图转化到 IR 图的数据域。 

 

3. 实施方案与技术路线 

3.1 功能/模块设计方案 

 软件设计主要包含如下几个功能模块： 

 

模块 功能 

RealSense 接口模块 负责 RGB 图和 IR 图的获取 

RGB 图转化模块 负责利用 RGB 图和 IR 图，将 RGB 图转化为“伪 IR 图” 

立体视觉模块 负责利用 IR 图和“伪 IR 图”计算深度图 

障碍物检出模块 负责近距离障碍物检出 

显示输出模块 负责输出近距离障碍物检测结果和深度信息 

表 3.1  软件功能模块 

 

各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 3.1  软件各功能模块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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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体技术路线与实现方法 

3.2.1 利用 K-means 聚类对 RGB 图重构 

聚类的概念 

聚类(clustering)是数据挖掘中的常见算法，也是该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技术之

一。聚类的目的是把给定集合中的数据对象分成若干个类，每个类叫做一个簇

(cluster)。每个簇内部的数据相似度较高，而不同簇之间的数据相似度较低。聚类

和分类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聚类的类别和给定集合中数据本身的特性有关，而分

类的类别是认为指定的。 

相较于原始数据，使用几个簇来描述整个数据集肯定会损失一定的信息，但

是聚类实现了对数据的简化，利于建立数据模型。从机器学习的角度看，聚类是

一种非监督学习，用于挖掘隐含的数据信息[10][11]。 

聚类在机器学习[12]、模式识别[13]、图像分析[14]、信息检索[15]、数据压缩[16]、

计算机图形学[17]等领域均有着重要的应用。 

K-means 算法 

 K-means 最初是 James MacQueen 在 1967 年提出的，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

一种聚类方法。“K-means”中的“K”指的是分为 K 个类簇，而“means”指簇

中所有数据对象的均值（或者加权平均），即用每个簇的均值(也被称为质心)来代

表 K 个簇。该方法对于数值属性的数据，可以很好地体现聚类在几何和统计学

上的意义。 

K-means 算法主要包含两大步骤：(1)将数据对象归类到离它最近的质心所代

表的类簇；(2)重新计算每个新类簇的质心。迭代运算直至达到终止条件(比如数

据对象不再发生重新分配)。这种 K-means 算法(称为 Forgy 算法)有许多优点：(1)

使用 Lp 范数作为目标函数，简单易行；(2)可以做简单的并行化操作；(3)对数

据的顺序不敏感[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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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K-means聚类 

K-means 算法具体流程 

 K-means 算法的具体流程如下。 

 输入：要分类的数据集，聚类的数目 K 

 输出：K 个类簇 

 方法： 

(1) 从给定数据集中随机选取 K 个数据，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 

(2)以欧式距离作为相似性测度，遍历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计算每个数据到

每个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并将其划分到距离其最近的聚类中心所描述

的类中； 

(3)对于每一个类，计算类中所有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新的聚类中心； 

(4)利用新的聚类中心，重新对所有数据进行聚类； 

(5)返回执行(3)，直至目标函数开始收敛。 

K-means 算法用于图像重构 

基本流程  利用数据挖掘领域的 K-means 聚类算法，对 RGB-IR 图对中的 RGB

图进行图像重构，得到“伪 IR 图”，是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利用 K-means 算法

进行图像重构的基本思路是：将 RGB 图在(R, G, B)空间进行 K-means 聚类，对

每一类簇中所有的像素点，均转化为在 IR 图中与该类簇的初始聚类中心坐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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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像素点的灰度值，从而将 RGB 图强制重构为一副灰度图。详细流程图如下。 

 

 

图 3.3  利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 RGB图重构 

 

初始聚类中心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随机点+固定点的方式选取初始的聚类中心。

在 RealSense 所采集的固定分辨率(628 ∗ 468)的 RGB 图中，采用均匀分布的 35

个点和坐标随机的 N 个点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即 K=35+N。N 可以人为指定，

本研究使用 N=15，即 K=50。 

  

图 3.4  初始聚类中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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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和重构  在 RealSense 所采集的固定分辨率(628 ∗ 468)的 IR 图中，记录与

初始聚类中心坐标相同的像素点的灰度值，并在聚类结束后将其赋值给同一类簇

中的所有像素点。出于速度考虑，本研究没有采用 K-means 算法中目标函数收敛

作为迭代终止条件，而是设置为只进行一次迭代运算。重构得到的图像与原 IR

图处在同一数据域中，即 16 位单通道图像，但只有 K 阶灰度。 

 

   

 (a) (b) (c) 

图 3.5  (a)RGB图 (b)IR图 (c)“伪 IR图” 

3.2.2 立体视觉计算深度 

立体视觉原理 

双目立体视觉是计算机视觉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计算机视觉的热点和难

点。它是通过不同位置的两台摄像机拍摄同一被测物体的两幅图像，利用匹配算

法寻找两幅图像之间像素点的匹配关系，通过计算图像对应点在两幅图像中的视

差，利用视差原理计算获得该点的三维坐标值。80 年代美国 MIT 人工智能实验

室的 Marr 提出了一种基于人类视觉系统的计算视觉模型及算法[20]，利用两张有

视差的二维平面图，构造产生有深度信息的三维立体图形，奠定了双目立体视觉

发展的理论基础。Marr 首次对图像处理、心神经生物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从信息处理角度进行总结和概括，对双目立体视觉的技术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双目立体视觉技术的实现主要包含图像获取、相机标定、图像校正、图像

匹配和三维重建等步骤[21]。 

 双目立体视觉计算深度的原理介绍如下。考虑到 RealSense 的实际情况，本

文以平视双目立体视觉模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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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模型有以下假定：(1)假定两摄像机的内部参数（相机几何和光学特性）和

外部参数（相机相对于直接坐标系的三维位置和方向）完全相同，并且焦距都为

𝑓；(2)假定两台摄像机处于同一平面上，即空间物体的同一特征点𝑃在左右两个

摄像机图像面中投影点的坐标𝑌值相同，即𝑌𝑙𝑒𝑓𝑡 = 𝑌𝑟𝑖𝑔ℎ𝑡。 

两摄像机的光心（投影中心）连线的距离（𝑙𝑒𝑓𝑡𝑂𝑐和𝑟𝑖𝑔ℎ𝑡𝑂𝑐的距离）称为基

线距离，记为B；同一时刻拍摄到空间物体中的同一特征点𝑃(𝑥𝑤 , 𝑦𝑤 , 𝑧𝑤)，其在左

右两个摄像机图像面上的投影点分别为𝑃𝑙𝑒𝑓𝑡 = (𝑋𝑙𝑒𝑓𝑡, 𝑌𝑙𝑒𝑓𝑡)，𝑃𝑟𝑖𝑔ℎ𝑡 = (𝑋𝑟𝑖𝑔ℎ𝑡,

𝑌𝑟𝑖𝑔ℎ𝑡)。𝑃点在左右图像的投影点仅在水平方向有差别，即视差，记为Δ。则视差

Δ为𝑋𝑙𝑒𝑓𝑡和𝑋𝑟𝑖𝑔ℎ𝑡之间的距离，即Δ = 𝑋𝑙𝑒𝑓𝑡 − 𝑋𝑟𝑖𝑔ℎ𝑡 。 

 

 

图 3.6  平视双目立体视觉模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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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双目视觉平面图
[22]

 

由几何关系可得左右摄像机图像面上 P 点投影点𝑃𝑙𝑒𝑓𝑡和𝑃𝑟𝑖𝑔ℎ𝑡坐标值： 

{
 
 

 
 𝑋𝑙𝑒𝑓𝑡 = 𝑓

𝑥𝑤
𝑧𝑤

𝑋𝑟𝑖𝑔ℎ𝑡 = 𝑓
(𝑥𝑤 − 𝐵)

𝑧𝑤

𝑌 = 𝑓
𝑦𝑤
𝑧𝑤

 

 那么，解方程组，可以计算得到 P 点在摄像机坐标系（摄像机光心为原点，

光轴为𝑍轴）的坐标值为： 

{
 
 

 
 𝑥𝑤 = 

𝐵𝑋𝑙𝑒𝑓𝑡

Δ

𝑦𝑤 = 
𝐵𝑌

Δ

𝑧𝑤 = 
𝐵𝑓

Δ

 

 其中，𝑧𝑤即为我们需要的深度信息。 

摄像机标定 

 摄像机标定是计算机立体视觉的基础，是实现双目立体视觉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其目的是建立从世界坐标系到图像坐标系的映射关系，进而实现对物体三

维坐标的计算。标定的精度对立体匹配的结果有直接影响。摄像机标定包括确定

内部参数以及外部参数。目前，摄像机标定主要有传统标定法、自标定法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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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标定法三种方法。 

 本研究采用传统标定方法，即利用结构已知的标定物作为参照物(标定板)，

使用成熟的摄像机标定工具箱[23]对 RealSense 的 IR 相机和 RGB 相机进行标定。

部分标定结果如下表所示。 

标定参数 标定结果 

IR 相机焦距 (575.79,579.88) 

IR 相机主点 (339.62,237.37) 

RGB 相机焦距 (1408.83,1409.15) 

RGB 相机主点 (980.52,521.50) 

基线 12.96mm 

表 3.2  摄像机标定结果 

立体匹配算法 

 立体匹配算法的目的是寻找左右图像的对应点，进而计算对应点的视差。视

差图表示的是图像中某一点以像素为单位的视差值，由此差值，可以根据公式推

算该点的深度信息[24]。 

 D.Scharstein 和 R.Szeliski 总结出立体匹配算法主要包含四个步骤[25]： 

 (1) 匹配代价计算（MCC: Matching Cost Computation） 

 (2) 代价聚合（CA：Cost Aggregation） 

 (3) 视差计算（DC：Disparity Computation） 

 (4) 视差优化（DR：Disparity Refinement） 

 匹配算法分为全局（半全局）匹配算法和局部匹配算法。两类算法的区别如

下： 

 局部匹配算法是利用局部窗口进行匹配代价运算和代价聚合，使用 WTA

（Winnner Takes All，胜者全取）策略计算视差，整个过程包含前述的(1)(2)(3)。

而全局匹配算法是建立了一个全局的能量函数，通过使全局能量函数最小化，选

择合适的视差。主要包含过程(1)(3)，省去了代价聚集这一步。 

 本研究所采用的立体匹配算法 SGM 算法是一种半全局的立体匹配算法[26]，

其在 OpenCV 中已经有较好的实现，可供调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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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近距离障碍物的检出和测距 

障碍物检出的思路 

 如前文所述，RealSense 之所以对近距离的物体无法计算深度值，是因为在近

处由于红外光斑过于密集，导致在 IR 图上出现“过曝”，表现为 IR 图上物体表

面没有纹理特征（图 1.3(a)）。这对于 RealSense 计算深度值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这可以为近距离物体的标出提供一种思路：提取出 IR 图上“过曝”的区域，

就是相当于找到了近距离的物体。而利用图像二值化则可以比较容易地提取出

IR 图上的“过曝”区域。 

 考虑到使用固定阈值进行二值化操作会降低环境适应性，本研究使用迭代计

算阈值的方法。 

具体流程 

 对 IR 图进行提取“过曝”区域的关键在于二值化的阈值处理上。迭代求阈值

的基本流程如下： 

(1) 计算 IR 图中最高灰度值和最低灰度值的平均值 T； 

(2) 计算 IR 图中灰度值高于 T 的所有像素点的平均灰度值 TH和灰度值低于

T 的所有像素点的平均灰度值 TL； 

(3) 计算 TH 和 TL的（加权）平均值 TNEW； 

(4) 令 T = TNEW，返回第二步，直至 TNEW和 T 的差值小于某个阈值 N。 

本研究取 N 为 0.01。利用迭代求取二值化阈值可以保证对图像进行二值化

在一定范围内的环境适应性。二值化结果以及障碍物检出结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8  IR图(左) 二值图(中) 近距离障碍物检出结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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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测试与结果分析 

4.1 测试方法 

本研究主要从可观测距离范围、距离计算的精确度、视频输出帧率以及障碍

物检出四个方面对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实验测试。其中，可观测距离范围和距离

计算精确度两者结合进行测试，互为参照；视频输出帧率用输出一帧的时间表示，

用以表征算法运行速度。 

对于可观测距离范围和精确度测试，本研究使用固定物体作为观测对象，在

不同距离上进行深度计算，分析观测值和真值之间的偏差。本研究使用激光测距

仪所测得的值作为真值；对于激光测距仪无法正常测距的短距离（约 0.150m 之

内），使用直尺手工测量的值作为真值。以本研究所提出的“跨模态”双目立体

视觉算法计算出的深度值作为观测值。通过分析在不同距离上观测值和真值之间

的偏差，估算精确度，并在可接受的精确度范围内给出可观测距离范围。为兼顾

实际应用中的需求和距离计算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将深度计算的分辨率设置为

0.050m。因此取可观测距离范围为绝对误差小于 0.050m 的部分。 

对于障碍物检出测试，本研究选取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在可观测距离

范围内，运行障碍物检测程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对于视频输出帧率的测试，本研究对算法中重要步骤进行计时分析，计算输

出一帧所需要的时间，进而得到在特定运行环境下（如 PC 的配置等）的帧率。 

4.2 测试结果与分析 

4.2.1 可观测距离范围和精确度测试 

 可观测距离范围和精确度测试结果如图 4.2 所示。从偏差值图像可以看出，

在 0.150m-0.500m 距离范围内，绝对误差低于 0.050m，符合本研究设定的分辨

率，精确度较高。而在 0m—0.150m 和>0.500m 范围内，误差较大；尤其是

在>0.500m 处，观测值极其不准确。原因是本研究所采用的“跨模态”的双目立

体视觉系统基线短（12.96mm）；短基线能保证能观测到近距离处的物体深度，但

是对于稍远距离的物体，计算的深度值精确度会大大下降。而如果物体距离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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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占据很大的视场，而且反射的红外光过于强烈，导致在 IR 图上出现大面积

的“过曝”区域，不利于深度的计算。 

  

图 4.1  可测距离范围和精确度测试实验截图 

 

 

 

图 4.2  可观测距离范围和精确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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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障碍物检出测试 

 在 0.150m—0.500m 距离范围内，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利用 K-means 聚类的“跨

模态”双目立体视觉方法进行近距离障碍物检测的结果如图 4.1 所示。从结果图

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提出的算法对于处于近距离处的书、魔方、食品包装盒等常

见物体，以及手掌、人脸等均可以有效检出；对于快递袋等本身纹理较弱的物体

也可以检出。但是对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有时会出现误检的情况，原因是日光灯

管本身发出红外光，容易在 IR 图上形成“过曝”区域，导致利用本研究所提出

的近距离障碍物检出策略会出现误判。另外，透明物体如塑料水杯，以及镜面如

平板电脑玻璃屏幕等未能有效检出，因为红外投射器所投射的红外光在这些表面

会透射或者发生镜面反射，不会在 IR 图上形成光斑密集的“过曝”区域，导致

本研究所使用的近距离障碍物检出策略失效。 

  

   

   

图 4.3  障碍物检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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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算法运行速度测试 

 在配置为 Intel(R) Core(TM) i5-6500 CPU @ 3.20GHz, 8G RAM 的 PC 上，

Release 版本下，检测并输出一帧图像的时间如表 4.1 所示。其中，RealSense 接

口类的初始化仅在检测刚开始时运行，且在一个检测过程中只运行一次，因此所

以不计入总帧率计算。据表 4.1 测试结果计算，视频输出的帧率大约为 5-6 fps。 

 

项目 时间（单位 s） 

RealSense 接口类初始化 0.811 

获取一帧图像 0.010 

“跨模态”双目立体匹配 0.162 

显示检测结果图 0.003 

处理一帧图像总时间 0.175 

表 4.1  算法运行速度测试结果 

 

5. 成果与展示 

5.1 总结 

 RGB-D 传感器为实现新型高效的导盲设备提供了技术基础。但是现有的

RGB-D 传感器都有探测范围的局限性，对于距离较近的物体无法有效探测深度。

本研究通过引入 K-means 聚类算法，利用“跨模态”的双目立体视觉，扩大了

RealSense R200 这一款 RGB-D 传感器的探测范围，成功实现了对距离传感器

0.150m-0.500m 范围内障碍物的探测。 

5.2 展示 

UI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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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软件 UI 

软件运行截图 

 

   

  

图 5.2  软件运行截图（显示所有图像） 

5.3 软件说明 

本研究所编写的软件提供一个控制面板作为用户界面。在此控制面板中，可

以勾选在障碍物检出过程中需要显示的图像，然后点击“开始检测”按钮，开始

障碍物检测。 

障碍物检测的信息输出在 Nearby 视频窗口中。红色框所框选出的为检测出

的近距离处的障碍物，数字为障碍物深度，单位为厘米。 

在任何时刻，点击“结束检测”按钮，即可退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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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验收报告、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 

7.2 其他设计资料（设计软件、电路图、光学系统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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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深度传感器的近距离障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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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阶段 

研究时间：2015-12-19 至  2016-01-19 

工作内容：根据导师提出的毕业设计的任务要求，学生阅读文献，了解课题背景

与技术发展现状，学习 realsense的 SDK，掌握基本的类的使用；并掌握开发环

境的使用，为毕业设计作充分的准备。 

阶段名称：开题报告阶段 

研究时间：2016-01-20 至  2016-02-20 

工作内容：完成外文翻译（>3000 字）；完成文献综述（>3000 字），文献综述需

要学生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用自己理解后的语言书写；完成开题报告（>3500字）；

进行开题报告答辩。 

阶段名称：方案设计阶段 

研究时间：2016-02-21 至  2016-03-21 

工作内容：通过前期调研，确定要使用的解决方案；编写程序、初步实现检测近

距离障碍物深度信息功能。 

阶段名称：方案验证阶段 

研究时间：2016-03-22 至  2016-04-22 

工作内容：结合方案可行性，完成方案的实现，完成毕业设计中期检查。测试所

得到的结果理想与否，如若不理想则需要更换解决方案 

阶段名称：方案优化阶段 

研究时间：2016-04-23 至  2016-05-23 

工作内容：测试最终程序的可靠性，完善其功能。 

阶段名称：论文答辩阶段 

研究时间：2016-05-24 至  2016-06-03 

工作内容：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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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外出活动，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在我国，盲人群体人数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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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阶

段，盲人的日常行动普遍需要人员陪护，或者需要依靠手杖、导盲犬等传统工具

的帮助。这不但限制了盲人的自主行动，而且给他们的出行增加了成本。同时，

手杖等传统工具的探测范围、获取的信息都十分有限，无法为盲人提供充分的协

助。盲人视觉辅助系统有助于视障人士有效的获取周围信息，实现自主行动，减

小出行成本。但是所使用的深度相机存在 0.5米内物体无法探测的盲区，这使得

视觉辅助系统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对 0.5米内障碍物的误判。 

二、研究意义 

该研究有利于减小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所使用深度相机 0.5 米内无法探测

的盲区，提高盲人视觉辅助系统性能，帮助视障人士更加全面、有效地获取当前

路面情况，识别周围的障碍物并规划所行路线，实现视障人士行走、过马路等活

动的自主化，从而极大地方便视障人士的生活。 

三、路线 

通过对深度相机所获取的 RGB 图和 IR 图进行有效的处理，使两者满足双目

立体匹配的要求；并利用计算机视觉中的双目匹配算法，实现对近距离物体的深

度计算，结合有效的近距离障碍物检出策略，实现对位于深度相机 0.5米盲区内

障碍物的有效探测和识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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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最终预期成果 

能够实现减小深度相机 0.5米盲区、扩大深度相机探测范围的效果，起到使

盲人视觉辅助系统更加全面有效的探测路面信息、识别障碍物的作用，为成果算

法申请有关专利，并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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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近距离盲区的形成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红外相机和 RGB

相机进行了跨通道匹配的尝试，实现了近距离盲区的消除，将盲

区从 700mm 缩小到 100mm 以下，取得了较好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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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深度传感器的近距离障碍

预警》，目标是弥补现有的盲人视觉辅助设备无法检测近距离障

碍物的缺陷，选题比较贴近实际应用，选题合理。    答辩人首

先概述了盲人视觉辅助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尚存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 K-means 聚类的“跨模态”双目立体视觉

方法。随后阐述了聚类的概念和聚类算法用于图像重构的实现方

法和过程，搭建了 RealSense 接口模块、RGB 图像转化模块、双

目立体视觉模块和近距离障碍物检出模块，能够将近距离障碍物

有效检出；同时，还设计并搭建了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将检测的

结果实时输出；并且进行了实际测试，测试结果理想。答辩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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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在答辩过程中表述流

畅，回答问题正确。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

其工学本科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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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9.0 8.0 61.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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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 学号                3120103707 专业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深度传感器的近距离障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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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15m到 0.50m的范围内，所测得的距离的误差有多少？ 答：在实际测

试的时候，兼顾实际使用的需要，我将距离的分辨率设置为 5cm；从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在 0.15m-0.50m范围内，误差远小于分辨率。 2、这种算法的环境

适应性如何？ 答：由于本研究采用聚类算法进行图像转化和重构，这种方法是

基于每一帧 RGB-IR图像自身的特征进行转化，是一种自适应的过程，而并非采

用某一个固定的转换函数；所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环境适应性。 3、为什么这

个算法对于稍微远一些的障碍物就检测不到了？ 答：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

距离大于 0.5m，红外光斑就不那么密集了，无法利用本研究提出的近距离障碍

物检出策略进行检测；其次，本研究采用的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基线很短，稍远

处物体距离的计算误差会很大。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