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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抓药机器人 

 

摘要 

 

随着我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的提高，智能药房系统因其节省人力，高效管理的特征得到

了医院的重视。本文介绍了一种智能药房系统的设计方案，通过结合基于边缘检测的机械臂伺

服控制，基于 DBNet、CRNN 神经网络的药物信息确认，人体生物特征识别等技术实现了一个

以无接触智能抓药为核心的药房系统。本文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项目的背景和意义，系统实现方案和设计原理，系统测试方案。  

 

关键词：智能抓药机器人，药房自动化，DBNet，CRNN，智能机械臂伺服控制，人体生

物特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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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EDICINE GRASPING ROBOT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y people for healthcare, intelligent pharmacy system has gained the 

attention of hospitals due to its features of labor saving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design scheme for an intelligent pharmacy system, which realizes a pharmacy system 

with contactless intelligent drug grabbing as the core by combining edge detection based robot arm 

servo control, drug information confirmation based on DBNet and CRNN neural network, and human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roject,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design rationale, system 

test plan. 

 

Keywords: intelligent drug gripping robot, pharmacy automation, DBNet, CRNN, intelligent 

robotic arm servo control, human biometric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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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立项的背景和意义 

1.1.1 我国医疗现状 
 现如今，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生

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尤其是医疗卫生方面，随着国家医疗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

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作为

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领域已然成为了人名群众关注的一个社会焦点之

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种类的药品被研发、生产以及使用。然而持

续增长的药品种类与就医人次给如今的医院药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传统的人工取药、配

药已经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而且，如何有效的管理众多

药品，降低管理成本也是医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现代化的药房必须要提高自身的

取药、配药以及药材管理的效率。 

1.1.2研究意义 
随着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药房药学已由早期的药物确保供给向专业科学亲民化转

变，“以患者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现代理念将成为当今医院发展的主旨。但目

前，本国的药房升级换代较少受到医院的重视，自动化药房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层，但随

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及在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探讨与交流中，

通过引进高端自动化药房产品和熟悉超前的设计思想，再加上我国对于医疗体系现代化的

大力发展，门诊药房自动化是必然的趋势。 

(1) 降低工作强度。药房抓药机器人主要是为了代替门诊药房中药师从单调重复且具有一

定工作强度的搬运工作中解放出来。 

(2) 提高医院竞争力。由于抓药机器人具有的较高精确性和稳定性，使用抓药机器人可以

高效、准确地完成对药篮的抓取和搬运到指定地点的任务要求。 

(3) 缓解医患关系。将门诊工作人员从繁重的摆药和核对工作中解脱出来，以良好的工作

态度更完善地回答患者家属问题。 

 

1.2 国内外发展趋势动态分析 

1.2.1 国外药房自动化发展趋势 
 药房自动化设备的研发，与本国的医疗制度有较大关系[8]，同时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而言，其人力资源的成本是很高的，医院和门诊想要减少开支扩大经营规模，就不得不寻

找人力的替代工具。出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美国和日本等一些

发达国家便开始针对药品自动拣选技术进行研究，许多与本国医药行业相配套的药房自动

化设备相继问世。之后以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依托，以日臻完善的医疗制度

为保障，国外医院药品的信息化管理技术、自动调剂与发放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9-12]，

很多自动化药房设备被相继研发出来，为医院和门诊智能化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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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研究的自动化药房，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其药房设备具有很大的差

别。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医药行业是高度集中的，针对医药配送中心的存取、分拣设

备的应用比较广泛[21]，规模较大；一些欧洲国家的医院有的小量对外售药，有的不售药，

通常并不设立药房，因此医院和药房往往不是一体的，从而药品自动存取设备的应用较为

广泛。国外以机械手式和斜坡储药槽式的药房自动化设备为典型。  

1.2.2 国内药房自动化发展趋势 
 我国对自动化药房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自动化药房的研究相对

国外发达国家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近几年来，我国药房的现代化建

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不少的医院都引进了口服药品自动摆药设备，主要针对住院患者，能

够快速完成片剂、胶囊等口服药品的单剂量发药，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0]。随着我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来自动化药房将会大批地进入医院和门诊，为提高我国医药管理水平

和医院服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1.3 深度学习技术发展趋势 

浅层次机器学习和深层次机器学习构成了机器学习的两个研究过程。浅层次机器学习

模型大部分采用最多只有一层或两层的非线性特征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浅层结构有：

高斯混合模型，Ｋ均值聚类，支持向量机，Logistic 回归等。以上方法虽然可以有效解决

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但当面临如自然语言处理、自然图像处理等领域时，这些模型的效

果将会不起作用。深度学习，从广义上讲，指任何具有层次结构的机器学习方法。在深度

学习过程中，利用无监督的逐层训练和学习图像特征的方式，有监督的训练更新整个网络

参数，从而最小化损失函数，进而在输出层实现正确的分类。随着机器学习领域的飞速发

展，各类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主要贡献集中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分类

及声音识别等领域上。 

自卷积神经网络提出以来，在图像识别问题上并没有取得质的提升和突破，直到 2012 

年 Hinton 构建的深度神经网络才取得惊人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对算法的改进，在网络的

训练中引入了权值衰减的概念，有效的减小权重幅度，防止网络过拟合。更关键的是计算

机计算能力的提升，GPU 加速技术的发展，这使得在训练过程中可以产生更多的训练数

据，使网络能够更好的拟合训练样本。2012年国内互联网巨头公司百度公司将相关最新技

术成功应用到人脸识别和自然图像识别问题，并推出了相应的产品。现在深度学习网络模

型已能够理解和识别一般的自然图像。深度学习模型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图像识别的精度，

同时也避免了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进行人工特征提取的工作，使得在线运算效率大大提

升。深度学习将有可能取代以往人工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成为主流图像识别技术。 

 

1.4 项目应用前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于医院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门诊药房建设也相应得到医院越来

越高的重视。而自动化的智能药房系统能够在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工作效率和提升医院

整体形象方面较好地弥补传统药房相关方面的不足。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自动

化药房系统在我国各大医院的门诊药房逐渐得到了应用。其造成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其

中之一就是将药师从人工摆药与核对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其工作情绪，以愉悦的

心情为患者服务，患者可以得到更准确的医嘱和良好的就医体验。与此同时医院的服务理

念和服务模式得到了革新，在提高医院的整体形象和医院的经济效益方面具有积极的影

响。在将来，自动化药房将会在全国各大医院得到普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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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设计方案 

 

2.1 系统架构 

2.1.1 系统平台 

系统主要构成为抓药执行平台，来完成具体的抓药动作，以英特尔硬件平台为中心，能

够在医师开出处方后第一时间获取患者所需药物，并且在终端显示器上显示患者取药信息，

同时显示器和输入设备也作为和患者的交互界面存在，辅助三轴同步带平台搭载双自由度机

械手臂作为移动和抓取动作完成机构，同样也受到英特尔硬件平台控制，机械手臂从药柜中

抓取药物并将其运送到取药槽，患者在确认身份信息后可获取药物。系统平台构架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系统平台构架 

2.1.2 逻辑架构 
逻辑构架分为用户交互逻辑和取药控制逻辑，其中用户交互逻辑如下：患者来到取药终

端，首先进行身份识别，在初次识别通过后，患者须进行身份二次确认，确认后可对患者处

方查询，取药控制逻辑如下：搭载在三轴同步滑台上的摄像头对药品名称识别，药品尺寸识

别，再通过机械臂视觉动态调整系统，机械臂位移控制系统，使机械臂到达相应抓取位置并

实现抓取动作，架构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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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逻辑构架 

2.1.3 机械架构 
机械架构由药柜，三轴滑台，机械手臂，吸盘构成。药柜用于放置和存储药物，预期能

够放置 25 种药物。三轴滑台有 xyz 三个方向的自由度，作为搭载其余模块的运动平台，作

为旋转机构，机械手臂运动范围为以臂长为半径的四分之一球面，吸盘能够吸取药盒，最终

将药盒送至取药滑槽。 

分区药柜：装载药物的平台，共有 5 层，层高固定，约为 15cm,由轻便的钢板和角钢支

架搭建而成，具有稳定的结构，同时又便于拆卸组装，机械手在药物区进行药物抓取。如图

2-3 所示。 

 

图 2-3  药柜正视图 

滑台采用 FUYU 公司的 AMC4030 控制方案搭建，需要一个三轴滑台控制器和三个驱

动器作为控制系统，四根单轴丝杆滑台以龙门架结构组合构成运动模块，同时使用四根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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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钢作为支架，整体采用 24V 进行供电。 

使用两根行程为 70cm 的 40 模组作为 Y 轴运动构成，能够使纵向承受较大的负载，一

根行程为 100cm40 模组作为 X 轴运动构成，便于在横向完成大幅度运动，一根行程为 10cm

的 40 模组作为 Z 方向运动构成，用于具体机械手臂的推进和回缩。单根模组示意图如图 2-

4 所示。四根空心钢条通过三角固定板两两构成 L 型支架，最终通过栓接将滑台固定在支架

上，如图 2-5 所示。 

 

图 2-4 单根滑台模组示意图 

 

图 2-5 三角支架 

 

FMDD36D22NOM是基于DSP控制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新一代数字式步进

电机驱动器。驱动电压为 DC12V-36V，适配电流在 2.2A 以下、外径 28-42mm 的各种型号

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运行平稳，震动和噪音极小。定位精度最高可达 6400 步/转。该产

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加工设备、医疗设备、测量设备、电子加工设备等。下图 2-6 是

FMDD36D22NOM 驱动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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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FMDD36D22NOM 驱动器 

驱动器需要通过拨码预先设置电流和细分数，2.2A 电流，采用 5000 细分数，整体运行

较为稳定。当设置电流无法达到 2.2A 时，则会电机实际运行速度会低于预设速度，在电流

过低的情况下，将会无法运行。当细分数越低时，则单次步进距离越为精准，但同时也会加

大单次运算量，在不影响取药精度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高的细分数能够更好地提升整体性

能。 

三轴滑台控制器 AMC4030-CONTROLER 能够通过对多驱动器的控制，同时连接上位

机以实现滑台连续移动控制。控制器与驱动器有线连接,X 轴须同时连接两个驱动器，以达

到同步控制滑台的作用，能使 Y 轴平稳上升，Y 轴和 Z 轴驱动器都只需要连接到对应端口，

分别实现控制。 

双自由度机械手作为灵活度较高的运动设备，能够在两个平面都实现 180 度的旋转，从

而更灵活地实现吸取动作，采用舵机型号为 YF-6125MG 舵机，该型号舵机具有灵活的旋转

角度，强劲的扭力和过流。连接件采用铁质材料制作，通过螺丝进行固定，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同时在我们多次调试后发现整体重心将会对于手臂横向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将手

臂整体重心调整至中轴后方，使得在吸取药物后整体重心尽可能接近底部舵机的旋转中轴，

以减少在药物吸取时由于重量过大带来的舵机抖动。机械臂实物如图 2-7 所示。 

 

 

图 2-7 机械臂实物图 

 吸盘较传统的机械夹持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和操作可行性，能够适应不同尺寸的药盒，通

过面和面的接触即可抓取药物，同时方便配合药盒位置识别找到更为准确的吸附点，该吸盘

具有较大的吸力，最大可吸附起 2KG 的物体。吸盘通过橡胶软管连接至抽气泵，抽气泵连

接控制器以实现吸取的通断，吸盘模块的实物如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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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气泵吸盘模组 

2.1.4硬件架构 
硬件模块分为：中央处理模块，电源模块，通讯模块，传感器模块，移动控制模块，显

示模块。Inter 中央处理模块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CPU

是计算机中负责读取指令，对指令译码并执行指令的核心部件。电源模块提供所有模块工作

时的相应电压，确保其正常工作。传感器模块用于采集人物身份信息，通讯模块实现不同模

组之间信号传输。移动控制模块完成滑台模组和机械手臂的运动实现。显示模块用于显示交

互界面，用于终端数据显示。硬件方案模块图如 2-9 所示。 

 

图 2-9 硬件方案模块图 

AI-BoxX Gen.1 (WHL-U+HDDL-R8)连接外设：1.摄像头，分辨率为 2592*1 944.2FPS 2. 

显示器分辨率: 1366*768，尺寸 19 寸，所用接口为 VGA。3.病历卡读卡器（图 2-15）特点

是体积小，易于嵌入到项目中，支持 I2C，SPI 和 HSU（高速 UART），易于在这些模式之

间进行切换支持 RFID 读写，与同级的 P2P 通信，与 Android 手机的 NFC5.读写距离 5-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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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载电平转换器，用于 I2C 和 UART 的标准 5V TTL，3.3V TTL SPI。4.机械臂，其控制舵

机抓取重量：600g，舵机扭矩：25kg/cm，工作电压：4.8-6V，舵机行程：0-180°。5. 同步

带滑台控制器，运用 32 位 DSP 控制技术，高性价比、平稳性佳、噪音、振动性能优越，且

设有 1 6 档等角度恒力矩细分，最高 200 细分。电流控制平滑，精准，电机发热小，最高脉

冲响应频率可达 200Kpps，步进脉，停止超过 200ms 时，电机电流减半，低频小细分时具有

极佳的平稳性，光耦隔离差分信号输入，抗干扰能力强，驱动电流峰值在 2.4A 以下可调，

电压输入范围: DC20~50V，具有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等出错保护功能。电源模块由两个分

立电源构成，负责机械运行的电源为最高负载 3000w，输出电压为 24v 的电源模组，负责舵

机控制和吸盘吸取的电源为输出电压为 12V 的较小功率的电源模组，其余连接至 AI-Box 平

台的硬件均由 AI-Box 串口进行供电。 

 

2.2 实现原理 

2.2.1 DBNet网络 
在基于分割的文本检测网络中，DBNet（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 Network）最终的二值

化 map 都是使用的固定阈值来获取，并且阈值不同对性能影响较大。这个方法最先是由华

科白翔老师团队发表在AAAI2020上的一篇文本检测文章Real-time Scene Text Detection with 

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1]，在 PAN 的效果上更进一步，效果和性能都再创新高。 

如图 2-10 是 DBNet 的网络结构，其中“pred”由一个 3*3 的卷积算子和两个步长为 2

的去卷积算子组成。“1/2”、“1/4”和“1/32”表示与输入图像相比的比例。。标准 FPN

结构，不过最后两个输出是由不同的输出头给出。作者在 resnet的 stage2-4 中使用 Deformable 

convolution 来更好的检测长文本。 

 

图 2-10 DBNet 的网络结构 

 

DBNet 的核心——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 是它相比于其他网络最大的创新点。对每

一个像素点进行自适应二值化，二值化阈值由网络学习得到，彻底将二值化这一步骤加入到

网络里一起训练，这样最终的输出图对于阈值就会非常鲁棒。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 的二

值化公式如式 2-1 所示。 

 

�̂�𝑖,𝑗 =
1

1+𝑒
−𝑘(𝑃𝑖,𝑗−𝑇𝑖,𝑗)                       （2-1） 

 

二值化公式其实就是一个带系数的 sigmoid，和 sigmoid 的对比如图 2-11 所示。和标准

二值化的对比如图 2-12 所示。使用 DB 模块之后，二值化操作就变成了可微的，可以加到

网络里一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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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二值化公式和 sigmoid 对比图 

 
图 2-12:（a）标准二值化与可微二值化的数值比较。（b）l+的导数。（c）l-的导数 

 

DBNet 的 loss 函数如式 2-2 所示。𝐿𝑠是收缩之后文本实例的 loss，𝐿𝑏是二值化之后的收

缩文本实例 loss，𝐿𝑡是二值化阈值 map 的 loss，两个值 𝛼 = 1，𝛽 = 10，这里 𝐿𝑡使用 10 的

weight 是因为 𝐿𝑡的结果会影响到 𝐿𝑠的结果。𝐿𝑠，𝐿𝑏都使用带 OHEM 的 bceloss，𝐿𝑡使用

L1loss。 

 

𝐿 = 𝐿8 + 𝛼 × 𝐿𝑏 + 𝛽 × 𝐿𝑡                      （2-2） 

 

在后期处理上，由于 threshold map 的存在，probability map 的边界可以学习的很好，

因此可以直接按照收缩的方式（Vatti clipping algorithm）扩张回去，如式 2-3 所示。𝐷′是每

条边向外扩充的长度，𝐴′，𝐿′分别是 probability map 上文本框的面积和周长，𝑟′是设置为 1.5

的常量，对应收缩的比例 0.4。 

 

𝑫′ =
𝑨′×𝒓′

𝑳′
                             （2-3） 

 

Label 制作分为 probability map 制作和 threshold map 制作，如图 2-13 所示。过程如下： 

(1) probability map：按照 pse 的方式制作即可，收缩比例设置为 0.4; 

(2) threshold map：将文本框分别向内向外收缩和扩张 d 个像素，d 可由第一步收缩时计算

得到，然后计算收缩框和扩张框之间差集部分里每个像素点到原始图像边界的归一化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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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标签生成 

2.2.2 CRNN网络 
在以前的 OCR 任务中，识别过程分为两步：单字切割和分类任务。一般都将一连串文

字的文本文件先利用投影法切割出单个字体，再送入 CNN 里进行文字分类。而如今更流行

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的文字识别，即不需要显式加入文字切割这个环节，而是将文字

识别转化为序列学习问题，虽然输入的图像尺度不同，文本长度不同，但是经过 DCNN 和

RNN 后，在输出阶段经过一定的翻译后，就可以对整个文本图像进行识别。在这个过程中，

文字的切割也被融入到深度学习中去了。 

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 OCR 技术有两大主流技术：CRNN OCR 和 attention OCR。这两

大方法主要区别在于最后的输出层，即怎么将网络学习到的序列特征信息转化为最终的识别

结果。这两大主流技术在其特征学习阶段都采用了 CNN+RNN 的网络结构，CRNN OCR 在

对齐时采取的方式是 CTC 算法，而 attention OCR 采取的方式则是 attention 机制。 

CRNN 网络结构包含三部分，如下图 2-14、图 2-15 所示。从下到上依次为： 

（1）卷积层，使用 CNN，作用是从输入图像中提取特征序列; 

（2）循环层，使用 RNN，作用是预测从卷积层获取的特征序列的标签（真实值）分布; 

（3）转录层，使用 CTC，作用是把从循环层获取的标签分布通过去重整合等操作转换成最

终的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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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CRNN 

 

图 2-15 CNN+RNN+CTC 

端到端 OCR 的难点在于处理不定长序列对齐问题。CRNN OCR 其实是借用了语音识

别中解决不定长语音序列的思路。与语音识别问题类似，OCR 可建模为时序依赖的词汇或

者短语识别问题。基于联结时序分类(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 CTC)训练 RNN

的算法，在语音识别领域显著超过传统语音识别算法。一些学者尝试把 CTC 损失函数借鉴

到 OCR 识别中，CRNN 就是其中代表性算法。CRNN 算法输入 100*32 归一化高度的词条

图像，基于7层CNN（普遍使用VGG16）提取特征图，把特征图按列切分（Map-to-Sequence），

每一列的 512 维特征，输入到两层各 256 单元的双向 LSTM 进行分类。在训练过程中，通

过 CTC 损失函数的指导，实现字符位置与类标的近似软对齐。 

 CRNN 借鉴了语音识别中的 LSTM+CTC 的建模方法，不同点是输入进 LSTM 的特征，

从语音领域的声学特征（MFCC 等），替换为 CNN 网络提取的图像特征向量。CRNN 算法

最大的贡献，是把 CNN 做图像特征工程的潜力与 LSTM 做序列化识别的潜力，进行结合。



                                                                     智能抓药机器人 

第 12 页 共 35 页 

它既提取了鲁棒特征，又通过序列识别避免了传统算法中难度极高的单字符切分与单字符

识别，同时序列化识别也嵌入时序依赖（隐含利用语料）。在训练阶段，CRNN 将训练图像

统一缩放 100×32（w × h）；在测试阶段，针对字符拉伸导致识别率降低的问题，CRNN 保

持输入图像尺寸比例，但是图像高度还是必须统一为 32 个像素，卷积特征图的尺寸动态决

定 LSTM 时序长度。 

 为了将特征输入到 Recurrent Layers，需要对输入图像做如下处理： 

(1) 将图像缩放到 32×W×1 大小； 

(2) 经过 CNN 后变为 1×（W/4）× 512； 

(3) 针对 LSTM，设置 T=(W/4) ， D=512 ，即可将特征输入 LSTM； 

(4) LSTM 有 256 个隐藏节点，经过 LSTM 后变为长度为 T × nclass 的向量，再经过 softmax

处理，列向量每个元素代表对应的字符预测概率，最后再将这个 T 的预测结果去冗余

合并成一个完整识别结果。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处理步骤 

CTC 解码可以解决 CRNN 中图像文本长度不定长的对齐解码问题。因手写字符的随机

性，人工标注字符出现的像素范围非常麻烦，但是通过 CTC 解码，哪些像素范围对应的字

符一目了然。 

CRNN 中 RNN 层输出的一个不定长的序列，比如原始图像宽度为 W，可能其经过 CNN

和 RNN 后输出的序列个数为 S，此时我们要将该序列翻译成最终的识别结果。RNN 进行时

序分类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冗余信息，比如一个字母被连续识别两次，这就需要一套

去冗余机制，但是简单地看到两个连续字母就去冗余的方法也有问题，比如 cook，geek 一

类的词，所以 CTC 有一个 blank 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图 2-17 手写体图像“ab” 

如图 2-17 所示，识别这个手写体图像，标签为“ab”，经过 CNN+RNN 学习后输出序列

向量长度为 5，即 t0~t4，此时要将该序列翻译为最后的识别结果。在翻译时遇到的第一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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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5 个序列怎么转化为对应的两个字母？重复的序列怎么解决？刚好位于字与字之间

的空白的序列怎么映射？这些都是 CTC 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肉眼可以看到，t0,t1,t2 时刻都应映射为“a”，t3,t4 时刻都应映射为“b”。如果将连续重

复的字符合并成一个输出，即“aaabb”将被合并成“ab”输出，这样子的合并机制是有问题的。

比如在标签图像时“aab”时，序列输出将可能会是“aaaaaaabb”，这样就没办法确定该文本应

被识别为“aab”还是“ab”。CTC 为了解决这种二义性，提出了插入 blank 机制，比如以“-”符

号代表 blank，则若标签为“aaa-aaaabb”则将被映射为“aab”，而“aaaaaaabb”将被映射为“ab”。

引入 blank 机制，就可以很好地处理了重复字符的问题。 

  “aaa-aaaabb”可以映射为“aab”，同样地，“aa-aaaaabb”也可以映射为“aab”，一个标签存在

一条或多条的路径。比如下面“state”这个例子，也存在多条不同路径映射为"state"，如式 4、

5、6、7 所示。 

 

𝐵(𝜋1) = 𝐵(− − 𝑠𝑡𝑡𝑎 − 𝑡 − − − 𝑒) = 𝑠𝑡𝑎𝑡𝑒           （2-4） 

 

𝐵(𝜋2) = 𝐵(𝑠𝑠𝑡 − 𝑎𝑎𝑎 − 𝑡𝑒𝑒 −) = 𝑠𝑡𝑎𝑡𝑒            （2-5） 

 

𝐵(𝜋3) = 𝐵(− − 𝑠𝑡𝑡𝑎𝑎 − 𝑡𝑒𝑒 −) = 𝑠𝑡𝑎𝑡𝑒            （2-6） 

 

𝐵(𝜋4) = 𝐵(𝑠𝑠𝑡 − 𝑎𝑎 − 𝑡 − − − 𝑒) = 𝑠𝑡𝑎𝑡𝑒          （2-7） 

 

 由于 RNN 层输出的是序列中概率矩阵，那么𝐵(𝜋1)的概率如式 2-8 所示。 

 

 𝑝(𝜋 = − − 𝑠𝑡𝑡𝑎 − 𝑡 − − − 𝑒|𝑥, 𝑆) = ∏ 𝑦𝜋𝑡
𝑡 = (𝑦−

1)
𝑇

𝑡=1
× (𝑦−

2) × (𝑦𝑠
3) × (𝑦𝑡

4) 

× (𝑦𝑡
5) × (𝑦𝑎

6) × (𝑦−
7) × (𝑦𝑡

8) × (𝑦−
9) × (𝑦−

10) × (𝑦−
11) × (𝑦𝑒

12)        （2-8） 

 

 

其中，𝑦−
1表示第一个序列输出“-”的概率，那么对于输出某条路径𝜋的概率为各个序列概

率的乘积。所以要得到一个标签可以有多个路径来获得，输入一张文本图像到网络中，我们

需要使得输出为标签 L 的概率最大化，由于路径之间是互斥的，对于标注序列，其条件概率

为所有映射到它的路径概率之和，如式 2-9 所示。其中𝜋𝜖𝐵−1(𝑙)的意思是，可以合并成 l 的

所有路径集合。 

𝑝(𝑙|𝑥) = ∑ 𝑝(𝜋|𝑥)𝜋𝜖𝐵−1(𝑙)                     （2-9） 

 

这种通过映射 B 和所有候选路径概率之和的方式使得 CTC 不需要对原始的输入序列进

行准确的切分，这使得 RNN 层输出的序列长度>label 长度的任务翻译变得可能。CTC 可以

与任意的 RNN 模型，但是考虑到标注概率与整个输入串有关，而不是仅与前面小窗口范围

的片段相关，因此双向的 RNN/LSTM 模型更为适合。 

CTC 会计算 loss ，从而找到最可能的像素区域对应的字符。而 loss 的计算本质是对概

率的归纳。如图 2-18 所示，对于最简单的时序为 2 的（t0 t1）的字符识别，可能的字符为

“a”，“b”和“-”，颜色越深代表概率越高。如果采取最大概率路径解码的方法， “--”的概率最

大，真实字符为空即“”的概率为 0.6*0.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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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但是真实字符为“a”的概率不只是”aa” 即 0.4*0.4 , 事实上，“aa”, “a-“和“-a”都是代表

“a”，所以，输出“a”的概率如式 2-10 所示。“a”的概率比空“”的概率高，可以看出，这个例子

里最大概率路径和最大概率序列完全不同，所以 CTC 解码通常不适合采用最大概率路径的

方法，而应该采用前缀搜索算法解码或者约束解码算法。 

 

0.4 ∗ 0.4 + 0.4 ∗ 0.6 + 0.6 ∗ 0.4 = 0.16 + 0.24 + 0.24 = 0.64   （2-10） 

 

通过对概率的计算，就可以对之前的神经网络进行反向传播更新。类似普通的分类，CTC

的损失函数 O 定义为负的最大似然，为了计算方便，对似然取对数，如式 2-11 所示。训练

目标就是使得损失函数 O 优化得最小即可。 

 

𝑂 = − ln(∏ 𝑝(𝑙|𝑥)(𝑥,𝑧)∈𝑆 ) = − ∑ ln 𝑝(𝑙|𝑥)(𝑥,𝑧)∈𝑆           （2-11） 

 

2.2.3 基于 OpenCV的边缘检测 

2.2.3.1边缘检测一般步骤 
(1) 滤波：边缘检测的算法主要是基于图像强度的一阶和二阶导数，但导数通常对噪声很敏

感，因此必须采用滤波器来改善与噪声有关的边缘检测器的性能。常见的滤波方法主要

有高斯滤波，即采用离散化的高斯函数产生一组归一化的高斯核，然后基于高斯核函数

对图像灰度矩阵的每一点进行加权求和。 

(2) 增强：增强边缘的基础是确定图像各点邻域强度的变化值。增强算法可以将图像灰度点

邻域强度值有显著变化的点凸显出来。在具体编程实现时，可通过计算梯度幅值来确定。 

(3) 检测：经过增强的图像，往往邻域中有很多点的梯度值比较大，而在特定的应用中，这

些点并不是要找的边缘点，所以应该采用某种方法来对这些点进行取舍。实际工程中，

常用的方法是通过阈值化方法来检测。 

2.3.3.2 Sobel算子 
Sobel 算子是一个主要用于边缘检测的离散微分算子(discrete differentiation operator)。它

结合了高斯平滑和微分求导，用来计算图像灰度函数的近似梯度。在图像的任何一点使用此

算子，都将会产生对应的梯度矢量或是其法矢量。 

假设被作用图像为 I ，Sobel 算子的计算过程如下： 

（1）水平变化:将 I 与一个奇数大小的内核𝐺𝑥进行卷积。比如，当内核大小为 3 时，𝐺𝑥 的计

算结果如式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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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𝑥  = [
−1 0 +1
−2 0 +2
−1 0 +1

] ∗ 𝐼                  （2-12） 

 

（2）垂直变化:将: I 与一个奇数大小的内核进行卷积。比如，当内核大小为 3 时，计算结果

如式 2-13 所示； 

𝐺𝑦  = [
−1 −2 −1
0 0 0

+1 +2 +1
] ∗ 𝐼                 （2-13） 

 

（3）在图像的每一点，结合以上两个结果求出近似梯度如式 2-14 所示，有时也用更简单的

公式代替如式 2-15 所示。 

𝐺 = √𝐺𝑥
2 + 𝐺𝑦

2                       （2-14） 

 

𝐺 = |𝐺𝑥| + |𝐺𝑦|                      （2-15） 

 

2.2.4 Qt图形界面技术 
Qt 是一个跨平台的 C++库，虽然它的功能不仅仅是绘制界面，但是如果要用 C++做界

面程序，没有比 Qt 更好的选择了。Qt 从最初的 Qt Widget 发展到现在的 Qt Quick，新项目

强烈建议使用 Qt Quick。因为 Qt Widget 是用 C++直接绘制界面，虽然 C++速度很快，但是

CPU 在处理图形的效率方面还是没法和 GPU 相比，这两者常常有数十倍的效率差异。现在

计算机图形学和机器学习能发展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 GPU 的快速发展。为了弥

补 Qt Widget 在图形处理上低效的问题，Qt Quick 横空出世。Qt Quick 帧率可以达到数百，

而且完全不会有卡顿。另外，Qt Quick 的开发模式换成了现在业界主流的前后端分离。前端

界面用 qml 写，后台逻辑用 C++写。qml 是一种新的语言，但是它非常简单，比 python 更

容易上手，其功能类似于 HTML+CSS。另外 qml 还支持使用 javascript 作为界面脚本。Qt 采

用 V8 引擎运 javascript，效率有较高的保障。 

2.2.5电机控制 
本次项目中使用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和舵机控制系统均由厂商提供了底层控制模块。不

需要考虑底层直接驱动电机的控制信号如何产生，使用过程中 AI-Box 只需要通过串口发送

对应的操控指令即可进行基本控制功能。 

2.2.5.1底层控制驱动 
(1) 舵机 

我们使用了一块 32 路舵机控制板，通过串口发送文本指令即可控制舵机以指定速度移

动至固定位置。我们还将吸盘的真空泵通过一个舵机驱动模块接入到舵机控制板当中，简化

了一部分控制语句。 

(2) 丝杆滑台 

厂家提供的示例程序中只有 Windows 系统下的串口上位机，没有给出 Linux 系统下的

操作驱动，正常情况下需要通过 Modbus 协议写 AMC4030 内部的 PLC 寄存器才可进行操

作。考虑到对工业控制模块的不熟悉，我们首先通过串口抓包软件对上位机的发送数据进行

分析并结合 Modbus 协议内容获得数据包格式。后期我们发现控制器的 USB 串口并不使用

Modbus 协议，而是另一侧的 RS232 串口使用 Modbus 协议。并得出规律，从而自己编写

AMC4030 的串口驱动程序。最终获得的结果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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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发送和接收的命令尾部都有一个字节作为累加和校验，如图中“F7”即为 05 00 03 

01 求累加和校验码的结果。发送的移轴指令使用 4 个字节按照小端序存储有符号 float 型数

据，单位为毫米。格式为 0E 00 04 01+轴编号+步长+速度+校验位，如图中“COM4,Wirte(14)”

所示。 

 

图 2-19 移轴指令图 

接收的状态数据使用 4 个字节按照小端序存储有符号 int 型数据，单位为十万分之一毫

米。电机状态数据包总长为 62 个字节（含校验位），其中第 5 个字节指示当前是否在运动，

第 13~16 个字节为 X 轴状态，17~20 为 Y 轴状态，21~24 为 Z 轴状态，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状态数据图 

2.2.5.2中间层 
为了简化后期主程序对电机模块的调用流程，同时解决步进电机没有实时反馈的功能，

我们在底层控制模块之上对两类电机的控制功能进行进一步封装，编写出具有坐标移动，吸

盘控制，步进范围锁定的电机控制中间层。 

(1) 步进电机限位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系统，无法针对于自身位置情况进行动态矫正。因此我们基于实

际的药架搭建情况做了限位功能，通过在 AI-Box 和 AMC4030 控制器当中同步保存舵机每

一步操作的位移来确定滑台的绝对坐标，并在执行操作时对越界行程进行修正，防止出现撞

轴情况。如图 2-21 所示，传入的步长会与行程限制范围进行对比并在越界时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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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步进电机限位代码 

(2) 步进电机通讯 

因为 AI-Box 需要同步储存步进电机的位置信息，所以 AI-Box 需要持续频繁地向

AMC4030 发送查询指令并对接收结果进行解析。考虑到这是一个相对大量的 IO 操作，我

们将步进电机的通讯模块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通过多线程，状态机，异步调用，信号槽等

多种手段实现了一个和 AMC4030 通讯的模块，并由电机控制模块异步调用。如图 2-22 所

示，MoveController 类在初始化时会接收调用方传入的 QThread 对象的指针，并将自身以及

其它需要事件循环的对象移入该线程内。 

 

图 2-22 步进电机通讯代码 

(3) 坐标移动 

我们将药品坐标放置在一个从零点位置到 X，Y 滑台最大行程的坐标面内。通过预先收

回气泵(Z 轴)，调用带限位功能的控制函数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 X，Y 方向上的快速移动。 

(4) 吸盘操控 

考虑到吸盘只会用到无吸力和最大吸力两种状态，我们将两种情况封装成函数方便调用。 

2.2.5.3取药逻辑层 
我们将中间层的函数进行进一步的封装从而得到切换药层，抓取药品，放置药品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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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23 所示。并根据底层异步调用的逻辑设计了特殊的等待延时函数，保证了整体程序

对事件循环的处理，同时又可以对取药状态的变化进行快速响应。 

 

图 2-23 封装函数代码 

2.2.6 RFID读卡模块 
前期我们通过调用开源的 libnfc 库进行读卡识别，后来由于环境部署不当导致调用读卡

函数时 libnfc 会对 AI-Box 上的 IIC 设备进行识别，该过程十分缓慢，且在多次重编译重装

后无法解决此问题。因此，我们通过查阅 PN532 芯片的开发资料直接通过串口操控 PN532

模块进行初始化以及读卡号操作。 

2.2.7 摄像头模块 
考虑到 OpenCV 每次获取图片的信息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同样使用了多线程+信号

槽的方式对图片的采集逻辑以及后续的处理逻辑进行了异步调用的封装。调用方只需要声明

相应的信号和槽函数，并通过 connect()进行连接即可。 

2.2.8测试面板 
为了测试所有功能模块的功能，我们设计了三个测试窗口，并将模块的所有功能函数全

部引出来，方便进行调试。 

2.2.8.1运动控制模块 
如图 2-24 所示，我们将丝杆滑台的所有控制功能，舵机的所有控制功能以及简单的取

药逻辑进行了封装，同时通过注册键盘按键事件来实现键盘控制。 



                                                                     智能抓药机器人 

第 19 页 共 35 页 

 

图 2-24 运动控制模块窗口 

2.2.8.2 RFID读卡模块 
如图 2-25 所示，该测试面板仅用于测试最基本的读卡功能。 

 

图 2-25 RFID 读卡模块窗口 

2.2.8.3摄像头模块 
如图 2-26 所示，该测试面板会同时会根据异步摄像头模块种的 cv::Mat 的地址直接取回

原始图像，带边缘标记的图像和框选区域三个图像，避免了频繁调用信号槽带来的资源消耗。 

 

图 2-26 摄像头模块窗口 

2.2.9主程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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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主程序逻辑上，我们并没有遵守MVC框架对药品信息以及处理逻辑进行封装，

而是简单地将其置于一个按钮槽函数当中进行调用，并通过修改运行标记的方式使其停止工

作。以此达到快速开发，快速验证逻辑的目的。 

2.2.9.1数据读取 
我们使用普通的文本文件进行药柜内药品信息的存取以及病人所需药品信息的存取。为

了便于系统后期的维护，我们的药品下发平台使用 sftp 直接连上 AI-Box 并将病人所需的药

品文件发至主程序的读取目录。考虑到整个系统在实际情况下处理的数据量，使用文本+直

接文件读写的方式已经可以满足要求。 

2.2.9.2抓药逻辑 
当执行状态为真时循环进行读卡操作，如果读取到的卡片 ID 在文件夹下有对应的文本

文件，则说明该病人条目有效，之后开始遍历文本文件中的药物条目，通过药柜药品信息中

的坐标数据移动到目标药物附近，最后通过一个线性变换获取实际抓药时的滑台位置，然后

执行抓药取药逻辑。当所有药品抓完之后回到读卡状态，等待下一个病人放置 IC 卡。 

2.2.9.3线性变换 
采集数据表如图 2-27 所示，每组测试数据采集画面中包含药品时滑台的位置(x1,x2)，

边缘识别算法获得的矩形数据(x,y,width,height 对应 x3,x4,x5,x6)以及吸盘对准药物中心时的

滑台位置(y1,y2)，通过采集多组测试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一组系数表，然后获得线性变换

函数的系数表(a0~a6)。从而编写变换函数如图 2-28 所示。 

 

图 2-27 采集数据表 

 

图 2-28 线性变换函数代码 

  

2.3 硬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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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29 所示，硬件主要由双主控作为处理器，AI-BoxX Gen.1 (WHL-U+HDDL-R8)作

为主要处理器，模拟病历卡识别的 RFID 传感器处理信号用 UART/SPI 协议传输给 Intel 平

台，由此，Intel 平台完成了人物身份信息的采集和处理，之后，将显示信息通过 HDMI 接

口传到显示器和上，用于人机交互，并将取药提示通过扬声器传播，另一边的机械控制由蓝

牙串口模块同 Intel 平台进行数据传输和通信，通过调节 PWM 波控制丝杆滑台传动，机械

手臂的移动控制，和吸盘控制器的控制，搭载在机械手臂上的摄像头用于识别药物信息，通

过 SPI 协议传输数据。 

 

图 2-29 硬件具体连接示意图 

 

2.4 软件流程 

2.4.1 主程序执行流程 
如图 2-30 所示，主程序在循环流程中先读取当前药柜中的药物信息。当执行状态为真

时循环进行读卡操作。如果读取到的卡片 ID 在文件夹下有对应的文本文件，则说明该病人

条目有效，之后开始遍历文本文件中的药物条目，通过药柜药品信息中的坐标数据移动到目

标药物附近，最后通过一个线性变换获取实际抓药时的滑台位置，然后执行抓药取药逻辑。

当所有药品抓完之后回到读卡状态，等待下一个病人放置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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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主程序执行流程图 

2.4.2 病历卡读卡流程 
病历卡读卡流程如图 2-31 所示：取药平台开机后进入待机状态并感应读卡器状态，当

检测到卡片放置后读取卡片 ID 号并在数据库中搜索比对，若未找到相应条目则提示卡片异

常，若找到相应条目则根据条目调取药品数据提交给抓药模块，等待整个抓药流程结束后返

回到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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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病历卡读卡流程图 

2.4.3 OpenCV边缘检测流程 
首先根据摄像头像素高低对其采集的图片 frame 进行适当比例的压缩并存为 gFrame。

其次把图片 gFrame 转为灰度图 rFrame。再利用 Sobel 算子对灰度图 rFrame 进行边缘检测

并增强，将增强后的图片存为 edgeX_Y_Mat_out。然后设置合理的阈值，对图片

edgeX_Y_Mat_out 进行二值化存为 g_edgeX_Y_Mat_out。再利用开运算去除图片中的噪点，

利用闭运算使目标物体的边缘联通，处理完后的图片存为 close。这之后对图片 close 进行连

通域标记。由于运用了边缘检测，目标连通域大致为一个空心矩形，无法通过找除背景外的

最大面积连通域来确定目标连通域，所以我们对连通域的 width 和 height 进行处理，通过找

最大周长连通域顺利找到了目标连通域。然后对目标连通域进行判断，设置一定的容错空

间，如果目标连通域的中心点在图片 gFrame 的中心点的容错空间内，则在图片 gFrame 中

标出目标连通域的红框并返回目标连通域的 x、y、width、height，如果不在其容错空间内，

则只返回目标连通域的 x、y、width、height，不标出红框。OpenCV 边缘检测的整体流程图

如图 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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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OpenCV 边缘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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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功能与指标 

2.5.1实现功能 
(1) 通过对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来确认用户身份，同时系统也支持通过身份证读卡装置或者手

动输入的方式来确认身份，主动确认患者身份的过程可以减少用户的输入量，可以提高

用户取药的速度，便于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操作。 

(2) 缩短人们在医院取药的等待时间，当医生将电子处方传输到药房后,机器人能准确识别

出药盒上面的药名，并找到药所在的位置,根据数量抓药，再快速送到取药窗口，患者不

需要拿着处方到取药处等待，充分解放了取药者的时间，也使药房更加智能化。 

2.5.2技术指标 
⚫ 药物识别平均响应时间   5s 

⚫ 单次抓药平均消耗时间   20s 

⚫ 抓取药物最大重量 2kg 

⚫ 摄像头识别精度  1080p 

⚫ 滑台运动行程  70cm X 100cmX10cm 

⚫ 滑台供电  24V 

⚫ 机械臂舵机供电  7.5V 

⚫ 识别药物最大尺寸  15cmX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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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测试结果 

 

先对系统分模块进行测试，最后对整体运行进行稳定性测试。模块测试分为滑台支架固

定位置及稳定性测试，滑台移动操控测试，机械手臂移动和稳定性测试。 

3.1 模块分立测试 

3.1.1滑台支架固定位置及稳定性测试 
滑台支架由两个 L 型支架构成，为一组，而 L 型支架是通过两根钢条通过三角固定件

固定而成，因此 L 型的架设位置相对自由，不同的位置将改变整体架设重心，从而影响运

动时的稳定性。该测试将找到相对稳定的固定位置，减少滑台工作时的运动偏移，有利于单

次行程控制。 

在固定三轴滑台位置相同时，共采用三种不同 L 型支架三角固定件架设位置测试，分

别为底部前端留出 20cm,底部前端留出 80cm 和底部前端留出 140cm，记录 Y 轴滑台从最低

点运动到最高点时，Z 方向单轴摇晃最大倾角，各组进行四次实验，记录数据求均值。测试

数据如表 3-1 所示，支架晃动角度如图 3-1 所示。 

表 3-1 支架不同固定位置运动时摇晃角度 

距前端距离（cm） 1组 2组 3组 4组 均值（°） 

20 2.48 2.52 2.53 2.54 2.52 

80 2.58 2.55 2.69 2.62 2.61 

140 2.88   2.96 2.91 2.97 2.93 

 

测试结果得出，三种 L 型支架的搭建方式不会对稳定性造成太大的影响，三组的晃动

幅度都较小，不会对实际使用产生影响。由于在没有支架的情况下滑台整体重心靠前，导致

三种搭建方案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小幅度的晃动，加上两个 L 型支架为分立结构，中间缺

少固定的连接。但对本作品的影响较小，若实际应用到现实中，建议采取较为稳固的支架连

接。 

 

图 3-1 支架晃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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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滑台移动操控测试 
测试三轴滑台控制界面在 linux 系统下的可行性，测出各轴在不同参数下的运动性能。

由于厂商未提供在 linux 系统下的控制方案，需要将整体操控移植至 Linux 环境并测试其可

行性。 

分别移动三轴，三轴均可完成完整行程运动。组合操控其移动，同时驱动两轴进行最大

行程移动。在三轴移动时要求 Z 轴与药柜之间始终保持相等距离， 

测试可得该操作平台能够在 Linux 系统下稳定运行，并成功通过蓝牙模块将操作信号

实时传输至操作板上。 

3.1.3机械手臂移动和稳定性测试 
改变上方支架和舵机的位置以改变整体结构中心，观察其稳定性。在确定其稳定后，对

手臂运动范围进行测试。若排除吸盘结构，将机械手臂的整体重心置于运动范围的前侧，则

容易造成吸取药盒时出现高频抖动，此现象在横杆与水平面成 30°夹角左右最为明显，但

在将整体重心置于中轴后侧，这个现象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携带有药物时较为稳定。分

析其原因，应是机械重心和旋转中轴差距过大会导致中心旋转连接件存在非轴向的压力，导

致每次舵机校准位置时存在一定偏差，偏差导致舵机内电压差不为 0，修正时幅度不准确，

产生反复震动。第二自由度舵机示意图如图 3-2 所示。 

 

图 3-2 第二自由度舵机示意图 

在确定其结构稳定后，测试机械手臂运动幅度，确定其运动范围满足抓取需要，旋转角

度均为 180°，每组重复 20 次最大行程运动，共进行 5 组，观察其抖动程度。测试结果如

图 3-3 所示。 

 

图 3-3 上舵机旋转角度示意图 

 

3.2 整体取药稳定性测试 

在持续工作状态下，测试该机器抓取药物的成功率。给定 25 种药物，以乱序抓取其中

5 种药物，连续进行 10 组，记录成功抓取药物的数量，同时计算相应抓取时间，如表 3-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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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3-2 抓取结果测试记录表 

  组数 时间（秒/s） 数量(盒) 准确率 

第一组 95.2 5 100% 

第二组 96.4 5 100% 

第三组 93.2 5 100% 

第四组 92.0 5 100% 

第五组 96.5 5 100% 

第六组 90.3 5 100% 

第七组 97.9 5 100% 

第八组 94.2 5 100% 

第九组 94.5 5 100% 

第十组 94.8 5 100% 

 

抓药结果较预期指标更为迅速灵敏，识别准确率较高，能够完整地进行全流程的运行，

在多组数重复运动时也具有高稳定度，在 25 种示例药物中，抓取准确率达到 100%。 

 

3.3 软件测试 

在完成每一个功能模块之后我们通过一个独立的测试窗口来对所有封装好的函数接口

进行调用，从而达到测试各个软件功能模块的功能。 

3.3.1运动控制模块 
如图 3-4 所示，我们设计了一个对滑台和吸盘的控制面板，通过按键来测试其最大行程，

最大运行速度，状态实时性等参数。最后经过测试发现使用多线程异步调用可以获得更好的

状态实时性，X,Y,Z 三个方向上的实际最大行程为 697mm,950mm,100mm。最大行程可达到

200mm/s。 

 
图 3-4 运动控制模块测试 

3.3.2 RFID读卡模块 
如图 3-5 所示，我们设计了一个面板用于测试读卡器的连接情况以及读卡情况。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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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我们发现使用 libnfc 读卡速度较慢，其等待设备连接并读卡的时长已经超过了 1s，

因此我们直接根据 PN532 的用户手册直接通过串口指令操纵模块进行读卡。实际测试中初

始化模块并读卡的总耗时小于 200ms。 

 

图 3-5 RFID 读卡模块测试 

3.3.3 摄像头模块 
如图 3-6 所示，该测试面板可用于测试摄像头的连接状态并启用边缘识别功能。我们初

期使用的方案是在信号槽当中直接传递 cv::Mat 变量然后测试面板在得到图片后进行显示。

后来发现这种操作效率较为低下，因此我们只在连接成功时传递一次 camera 类中的 cv::Mat

变量地址，之后直接进行只读访问即可。经测试两个线程直接访问时即使不加锁也可正常显

示。 

 

图 3-6 摄像头模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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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结 

 

4.1 特色 

(1) 智能能抓药流程：基于边缘检测获取药物几何信息供主程序抓取逻辑调用。基于 OC 减

少了药品库存信息出错的可能性。通过线性变换精准获取药品中心点位置以进行抓取。 

(2) 精准控制系统：设计对开环控制系统的补偿逻辑，通过主控+主程序双同步确保安全性。

使用多线程技术保证实时性 

(3) 友好用户界面：基于 Qt 的友好交互界面。基于多线程事务逻辑保证主线程 UI 的及时

响应。 

 

4.2 致辞 

 本项目的完成倾注了组员的大量心血，大家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共同完成这个项

目。在此，感谢英特尔公司，感谢负责本次比赛的组委会全体老师，感谢在本次项目中给予

我们帮助所有老师和同学，感谢指导老师曾毓的鼓励和支持，也很感谢黄继业老师为我们技

术上的疑惑进行指点，对文本的修正提出宝贵的意见。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学校另一组组组员

们的帮助和交流。谨向各位同仁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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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 

 

5.1 源代码和程序清单 

程序清单如下： 

│  .gitignore                       // git 忽略文件 

│  drugList.txt                     // 药品清单 

│  main.cpp                         // 入口程序 

│  mainwindow.cpp                   // 主窗口程序 

│  mainwindow.h                     // 主窗口头文件 

│  mainwindow.ui                    // 主窗口界面 

│  Pharmacy_Robot.pro               // Qt 项目文件 

│  README.md                        // git 简述文件 

│ 

├─module                           // 模块文件夹 

│      camera.cpp                   // 摄像头类 

│      camera.h                     // 摄像头类头文件 

│      movecontroller.cpp           // 滑台驱动类 

│      movecontroller.h             // 滑台驱动类头文件 

│      rfid.cpp                     // RFID 读卡类 

│      rfid.h                       // RFID 读卡类头文件 

│      servodriver.cpp              // 运动驱动类 

│      servodriver.h                // 运动驱动类头文件 

│ 

└─testDialog                       // 测试面板文件夹 

cameratestdialog.cpp         // 摄像头测试 

cameratestdialog.h           // 摄像头测试头文件 

cameratestdialog.ui          // 摄像头测试界面 

rfidtestdialog.cpp           // 读卡测试 

rfidtestdialog.h             // 读卡测试头文件 

rfidtestdialog.ui            // 读卡测试界面 

servotestdialog.cpp          // 运动测试 

servotestdialog.h            // 运动测试头文件 

servotestdialog.ui           // 运动测试界面 

 

5.2 扩展应用系统电路图 

硬件扩展电路为控制器和驱动器，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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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控制器和驱动器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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