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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BOXx的宠物管家系统 

摘要 
 
本项目提出了一个宠物行为训练方案，在该方案基础上，融合客户端远程监控与互动投食的

功能，自主互动娱乐功能，以充分利用硬件配置，形成一套完整系统，应用于家居场景。本项目

采用基于 AgoraRTC的实时音视频通讯技术，基于 DeepLabCut与 TensorFlow的姿态识别技术以

及基于 gmapping的激光 SLAM 导航算法，形成一套支持实时互动模式、动作训练模式、自主巡航

模式三种模式切换的综合功能系统。 
 

关键词：行为训练  神经网络  视频通信  自主巡航  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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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Butler System based on Intel AI-BOXx 
 

ABSTRACT 
 
 
This report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a pet butler system,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remote 

monitoring and interactive feeding, as well as the autonomous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 applying to household scenes. Using AgoraRTC technology, DeepLabCut 
and TensorFlow pos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SLAM navig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OS 
package gmapping, an integrated functional system was developed and it supports switching 
between three modes: real-time interaction mode, behavior training mode, and autonomous cruise 
mode. 

 
Keywords-AI-BOXx, pet, butl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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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品概述 

1.1 项目背景和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在加上社会老龄化步伐快等客观因素的突

出，宠物逐渐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愈发重要的一员，宠物用品行业也逐步发展起来。《2018 年中国

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 1708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了 27%。到 2020
年，消费市场规模可能达到 2000 亿元。从养宠人数看，2018 年中国城镇“宠物主”队伍已经达到

7355 万人，其中“80 后”、“90 后”占比达到 75%。随着养宠人逐渐年轻化，新奇、省力的智能化

宠物用品成为潮流，宠物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传统的宠物市场以猫、狗为主，在这个大趋势下，当前的智能宠物产品主要集中于照顾宠物

的生活起居方面，如智能猫砂盆、智能宠物碗、智能运动项圈，但随着宠物角色的变化，健康养

宠、科学养宠的需求也正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重视。 
随着人与宠物之间关系的逐渐密切，智能宠物系统已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目前市面上的智

能宠物系统大多功能单一、交互性差。当前国内外智能宠物管家产品在宠物训练研究领域基本空

白，可达到训练目的的宠物管家系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宠物培训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宠物的性格差异、主人的饲养方式都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问题，例如在家随地大小便、吠叫、扑

人、护食等坏毛病。而现代养宠人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与耐心，对宠物进行反复的训练。针对这

一痛点，宠物训练机构、宠物学校等服务行业遍地开花，但宠物训练服务的定价参差不齐，往往

不能起到长期跟踪训练的效果。本项目设计的智能化训宠机器人小 A 可以不厌其烦的重复训练

过程，不仅为宠物主人解决了训宠的需求，同时也对宠物起到娱乐作用，可以在主人离开时消耗

其过剩的精力，陪它度过无聊时光。本项目同时融合客户端远程监控与互动投食的功能，自主巡

航功能，大大增大了本产品的性价比，提高本产品在消费市场上的竞争力。 

1.2 项目内容 

项目取材于宠物训练的切实功能需求，融合先进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无线视频通讯等相

关领域的工程技术手段，采用嵌入式一体化架构进行创新，识别宠物姿态并判断奖惩形成一套独

有的动作训练模式，还可以进行自主巡航与实时互动，打破了原有人与宠物之间的局限性，更加

灵活智能。 

1.3 项目应用前景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宠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化已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本项目突破

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居宠物设备，全面满足在主人不在家时远程查看家中宠物情况，喂食互动，动

作训练等需求。打造以机器人为中心，远程遥控互联的一站式智能解决方案。随着智能家电的不

断发展，本项目可以作为家居宠物系统的智慧大脑，做一个优秀的“宠物管家”，构建一个以

AI-BOXx 为核心的新型全能家居宠物互动探查体系。并且该项目研究成果不仅可用于家庭宠物

的训练，还可以应用于导盲犬训练、宠物基地训练、宠物比赛训练等多种场合。 
首先，在导盲犬训练这一领域。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的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经过训练后的导

盲犬可帮助盲人去学校、商店、车站等，帮助他们完成日常生活。而这种导盲犬的训练十分困

难，对优秀导盲犬的训练可达两年以上。而如果使用了本项目组设计研发产品，会适当地缩短年

限，本项目可以做到在训练人不在时，监控导盲犬的实时表现，并远程传达命令，做到时间的无

缝衔接训练。 
其次，在训宠产业这一领域。在国外发达地区，训宠产业早已经非常成熟。如今，为数不多

的宠物训练基地已经无法满足宠物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一个宠物训练基地招收太多的宠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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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忙不过来，并且效果也有所降低。所以宠物训练基地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运用本项目组设计

研发的产品，提升宠物训练基地可容纳宠物的容量，做到即使宠物训练师不在，也可实时监控宠

物行为，并对此进行简单命令训练与行为规范。 
最后，宠物的比赛及娱乐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参加犬展、竞技及比赛活动，宠物就能

够获得其能力的合格证明。常见的有飞盘运动，假饵追逐，敏捷度测试等等。这些参加比赛的宠

物都经过了周密的训练。而本产品可以帮助训练，为训练师节省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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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方案 

 

2.1 功能与指标 

基础模式切换

自主巡航模式

自主导航避障

宠物跟踪

行为训练模式

视频命令播放

视频播放演示

动作识别

奖惩反馈

实时互动模式

远程运动控制

网络通话

远程投食互动

 
如上图所示，本系统的功能需求如下： 
网络通话 用户通过微信小程序或网页交互页面

实现实时通话功能 
远程投食功能 用户通过在交互页面上查询食物剩余

量并进行投递 
远程运动控制 用户通过“前进”、“暂停”、“左”、“右”

按钮控件控制小车的运动，控制小车建立

地图并查看地图，设置巡航目标点 
视频命令播放 播放主人预录制的视频命令 
视频播放演示 从云端获取并播放服务器端储存的动

作演示视频 
动作识别 在训练模式下识别宠物动作是否与指

令相符合 
奖惩反馈 跟据是否正确执行指令启动惩罚语音

或投食装置 
自主导航避障与宠物跟踪 自主巡航模式下寻找和跟随宠物并保

持距离 
并对以上功能有如下指标： 

实时互动模式 实时通讯时间延迟＜800ms，收发命令时间延迟＜1s，丢包率＜10% 
行为识别模式 识别延迟时间<2s，准确率>90% 
自主巡航模式 测量偏差小于 20cm，机器运动速度大于 1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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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技术架构 

传感层 
麦克风、USBwebcam、激光雷达（思岚 A1）、正交脉冲霍尔传感

器、电源电压检测模块 

通信层 UART、MQTT、UDP、 

控制层 
STM32F103C8T6 

Intel AI-BOXx gen.1 

开发平台及开发

环境 

Ubuntu 18.04 

ROS框架（ROS Melodic） 

Python 2.7、Python 3.6 

Web开发系统 

微信小程序开发环境 

Web开发环境 

STM32开发（KEIL MDK 5.0.1） 

云平台 EMQ X服务器 

系统技术层面架构总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传感层、通信层、控制层、开发平台及开发

环境还有云平台。由于本项目组设计的产品具有视频通讯的功能，所以麦克风和 USB WebCam必

不可少，自主巡航功能也需要思岚 A1 激光雷达的支持，由于产品可运动可进行追踪，所以需要

正交脉冲霍尔传感器进行速度测量与定位。为了保证系统不在低电量非法自动关机，本项目组还

设计了电源电压检测模块，在检测到电源电量过低时自动关机。 

其次是通信部分，在控制底盘电机、喂食系统、激光雷达、摄像头以及网卡等部分使用

uart通信，在远程控制服务器时使用 mqtt通信协议，各节点间的通信部分使用 TCP和 udp协

议。 

控制层本项目组使用 Intel AI-BOXx gen.1 和 STM32F103C8T6 微控制器，在 Ubuntu 

18.04、ROS Melodic、Python等平台上进行开发。使用基于 Erlang/OTP 平台开发的开源物联

网 MQTT 消息服务器 EMQ X作为云平台，进行手机客户端消息到小车的消息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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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械部分 

2.3.1 实物照片 

 
图 1  机器人“小 A” 

2.3.2 外型 

机器人的底盘采用铝合金钢制成，以保证最大重量为 10 公斤的自由移动。为了减轻车辆的

总重量，亚克力板被设计成分离上层。AI BOXx 直接放置在钢板上，电池安装在电脑机箱内，

由两块 5 毫米的亚克力板支撑，以减少车辆体积。一个激光雷达和一个摄像头被放置在顶层以确

保最佳的视野，而其他电子元件如扬声器和 USB 集线器被放置在顶层和 AI BOXx 之间，以利用

可用空间。 

2.3.3 底盘 

 
图 2  底盘实物展示 

本项目选用麦克纳姆全向轮底盘，底盘实物如图 2。 

 
图 3 麦克纳姆轮底盘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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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长方形式安装方式，如图 3，即辊子轴心朝向构成 O 形，使底盘可以获得 Z 轴方向

较大转矩，实现自转和平移，图中u�⃗ 1~u�⃗ 4为辊子速度，v�⃗ 1~v�⃗ 4为轮子速度，v�⃗ t和ω��⃗为底盘线速度和

角速度。坐标系如图 3. 
逆运动学模型： 

⎩
⎪
⎨

⎪
⎧
𝑣𝑣ω1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ω2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ω3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ω4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正运动学模型： 

⎩
⎪
⎨

⎪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ω1 + 𝑣𝑣ω2 + 𝑣𝑣ω3 + 𝑣𝑣ω4
4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𝑣𝑣ω1 + 𝑣𝑣ω2 − 𝑣𝑣ω3 + 𝑣𝑣ω4

4
𝜔𝜔 =

𝑣𝑣ω1 − 𝑣𝑣ω2 − 𝑣𝑣ω3 + 𝑣𝑣ω4
4(𝑎𝑎 + 𝑏𝑏)

 

 

2.3.4 喂食结构 

 
图 4 喂食装置实物图 

为完成喂食功能，本项目组瓦楞纸制作了简易猫粮（狗粮）储存舱，由电机控制储存舱的开

合来完成放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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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子部分 

2.4.1 硬件框图 

 
图 5 系统模块图 

本系统采用 Intel AI-BOXx gen.1 作为中央控制器，搭载 Linux 操作系统，负责处理图像处

理、机器人控制与网络任务，通过摄像头与麦克风读取外部数据，并通过显示屏与扬声器提供交

互反馈，以及通过串口与微控制器进行通信。微控制器的主要作用为接收上位机指令控制底盘运

动。 

2.4.2 主控 

AI-Boxx 采用了第 8 代 Intel®Core™ 用于物联网应用的 U 系列处理器，其功能丰富，可提供

优秀的单位功率性能。所有英特尔物联网处理器均提供持久使用寿命可用性、嵌入式使用条件、

采用 4 至 2 个内核的英特尔® 博锐™ 技术、增加的 I/O 容量、对英特尔® 傲腾™ 技术（系

统加速器）的支持以及最新的 DDR4-2400 内存。这些处理器满足了对图形、音频和计算功能不

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为数据和应用程序合并提供了空间。 
此外，AI-BOXx 搭载 HDDL 视觉处理单元，由 8 个英特尔® Movidius™ VPU 组成，其在性

能、功耗和功能性方面都有特别的强化，使之更贴近于实际的应用需求，其设计兼顾到多种用

途，专门为视觉处理进行硬件系统的优化。英特尔® Movidius™ VPU 可高效支持严苛的计算机

视觉和边缘人工智能工作负载。通过在将数据移动最小化的独特架构中将高度并行的可编程计算

与面向特定工作负载的硬件加速相结合，Movidius 视觉处理单元可以在电源效率和计算性能间

实现平衡。在保证强大性能和功能的前提下，Movidius™ VPU 采用更先进的集成电路工艺，大

大缩小了芯片的尺寸，并结合有效的技术手段，降低各个运算单元的功耗。VPU 为视觉应用提

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但更多的开发工作是在软件上，基于 VPU 的应用系统开发可以充分利用

片上的硬件单元及相关的软件资源。以往视频处理器中涉及视觉处理的单元得到了增强，如核心

视觉处理单元、线性代数运算矩阵，还有前端影像处理单元，不仅包含 ISP 处理，还有 ISP 仿

真，并支持相机调试工具。图形处理能力的提升表现在支持图形检测 API，为便于多核异构芯片

开发而支持 Open CL。由于在视觉应用中，与高敏感度和超高像素的传感器的接驳尤为重要，因

此专门有传感器支持接口单元。另外 VPU 所特有的工具单元也提供视觉调试的全面支持。VPU
中的主控制器、BSP、HDK 等通用单元以开放为主，便于客户进行更多应用开发。所以 VPU 为

我们提供了超强计算力，让我们的小 A 变得更加快捷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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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底盘驱动 

底盘驱动使用 stm32F103C8T6 处理器控制的底盘驱动板，可通过串口实现对四路直流减速

电机的独立 PWM 调速。stm32 处理器上搭载底盘驱动程序，可完成电机 PID 控制，解析串口

指令，发送编码器数据等基本控制功能，同时其上集成的 ADC 模块用于底盘和主控的电源管

理。 
电机选用 37 系列减速电机，接收驱动板输出的 PWM 输入，转速稳定，能够为机器人移动

提供足够的动力。 

2.4.4 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包括主控 24V 电源及降压模块、底盘 12V 电源以及各电源相应的电压检测模块，

机器人搭载的其他外设使用主控 USB 供电。 
为了保证主机供电安全，防止电压过低导致非法关机，制作了一块电源检测模块，如下图所

示，用分压电阻将 25V 电压缩小到 3V 以下，并利用电容隔直通交的作用消除信号波动的干扰，

再接入电压跟随器做缓冲级及隔离级，最后将电压输出到 ADC 输入端进行检测。 

 
图 6 电源转换图表 

     

2.4.5 传感器 

(1) 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选用由 SLAMTEC 公司开发的 RPLIDARA1360 度激光扫描测距雷达，它可以实现

在二维平面的 12 米半径范围内进行 360 度全方位的激光测距扫描，并产生所在空间的平面点云

地图信息。本项目使用这些点云信息进行地图建立、导航避障以及追踪时与摄像头信息融合确定

目标距离。 
RPLIDARA1 采用了激光三角测距技术，配合 SLAMTEC 研发的高速的视觉采集处理机构，

可进行每秒高达 8000 次以上的测距动作。如图 7 所示，每次测距过程中，RPLIDARA1 将发射

经过调制的红外激光信号，该激光信号在照射到目标物体后产生的反光将被 RPLIDARA1 的视

觉采集系统接受。经过嵌入在 RPLIDARA1 内部的 DSP 处理器实时解算，被照射到的目标物体

与 RPLIDARA1 的距离值以及当前的夹角信息将从通讯接口中输出。在电机机构的驱动下

RPLIDARA1 的测距核心将进行顺时针旋转，从而实现对 360 度全方位环境的扫描测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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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激光雷达原理图 

(2) 编码器 

正交脉冲编码器在减速电机尾部，每圈输出 22 个脉冲信号，采用 AB 相编码输出方式，可

通过检测单相电平，计数另一相脉冲的方式判断电机旋转方向。 

(3) 摄像头 

 USB 网络摄像头安装于小车的最上层，以提供充分的视野信息。视频流数据用于动作识别

和目标跟踪，以及用于基于声网 Agora 远程视频通信。 

2.4.6 其他输入输出设备 

除以上以外的其他设备被分类为 I/O，如用于 Wi-Fi 连接的无线网络适配器、用于音频输入

和输出的麦克风和扬声器以及用于 UI 显示的 LCD 屏幕。 

2.5 通信部分 

2.5.1 数据流图 

 
图 8 通信数据流图 

2.5.2 音视频通信 

远程视频通话功能使用声网 Agora SDK 实现。声网 Agora 的实时音频技术利用了 WebRTC
技术，通过声网自建的软件定义实时网 SD-RTN™实现。声网的 SD-RTN™软件定义实时网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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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唯一规模最大的软件定义实时网，专为双向实时音视频互动而设计，可实现全球端到端小于

400ms 的超低延时，具备超强抗丢包能力，50%丢包率也可通话，并在全球部署了 250+数据中

心，在网络架构设计上能够应对 10 倍以上的负荷，具备千万级并发能力。 
之所以声网 Agora 信息互联能力如此强悍，是因为它解决了联网传输数据的四大难题——延

时、丢包、抖动、并发。首先，声网采用了“就近接入”和“动态路由”的思想解决了延时问

题。声网 Agora 软件定义实时网根据用户所在地分配最近的接入点，让音视频数据包尽快到达快

速的骨干网络。无论是从用户到接入点，还是我们的服务器之间，还是最终从接入点到用户，丢

失的数据包都有机会通过重传机制得到及时的恢复。最后针对并发问题，声网建立了更多的“高

速路口”，并且单个“高速路口”容量大大提升，可达到数百万并发。由于声网以上的优良特

性，本项目组选择了基于 WebRTC 的声网进行视频通讯。下图展现了视频通话 API 的调用： 

 
图 9 声网 API 调用流程 

2.5.3 MQTT 通信 

客户端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通过 MQTT 服务器进行中转。MQTT 是基于 TCP 协议的话题式

通信协议。客户端将命令发布到/tj29/cmd 话题，机器人端 mqtt_node 节点通过订阅话题接受命

令。命令以 json 格式进行发布，mqtt 节点解析 json 字符串，通过寻找其中的键值对匹配执行相

应的操作。话题和命令种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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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话题&命令种类表 

话题 发布者->接受者 命令/数据 含义 
/tj29/cmd 客户端->机器人 mode=0 远程控制模式 

mode=1 训练模式 
spd、turn 速度指令，1 为加速，0 为减速 

map 请求地图 
video 播放训练视频 
feed 喂食 

punish 惩罚 
goal 将当前位置加入巡航目标点 

/tj29/back 机器人->客户端 battery(0~4) 发送电池剩余电量信息 
/tj29/map 机器人->客户端 字符串 Base64 编码的地图信息 

2.5.4 主控与底盘间的通信 

主控与底盘之间采用串口通信方式，下位机通过 UART 以 json 字符串形式以 10HZ 频率发

送编码器数据和电池电量，串口通过 TTL 转串口模块连接到主控 USB，base_controller 节点通过

ros_serial 库进行串口数据的收发，解析得到编码器数据，通过底盘速度标定得到编码器数据到

实际速度之间的转化关系，并通过正逆运动学方程进行 twist 指令和四轮速度之间的转化，发送

底盘控制指令，发布机器人当前实际速度。 

2.5.5 本机内部通信 

机器人控制程序整体部署在 ROS 框架下，采用基于 TCP 协议的 ROS 框架下的话题通信机

制和服务通信机制进行通信。各功能部分以节点形式独立存在，互相之间以订阅、发布话题，请

求、响应服务的形式进行数据和命令的传输，通过 ROS-Master 进行消息的管理和调度，通过

ROS 参数服务器进行参数的存储和传递。传感器话题发布频率均为 10Hz。 
话题通信机制下，多个节点发布同一话题会产生冲突，订阅者将随机接收到来自其中一个发

布者的消息。底盘控制节点 base_controller 接收来自 cmd_vel 话题的 twist 指令，而客户端速度

控制、追踪节点、导航节点均将 twist 指令发布到 cmd_vel，会引起混乱，这里使用 twist_mux 消

息管理器，通过设置发布者优先级的方式进行 twist 指令的调度，避免引起混乱。 
追踪节点需要进行激光雷达和摄像头信息的融合，同时订阅两个话题，需要进行两个话题消

息的同步，此处利用 TimeSynchronizer 将两个消息在时间戳相近时同步回调，减小由于时间差引

起的误差。 
目标检测部分与 ROS 框架之间通过 UDP 协议进行通信，udp_server 节点作为通信接口，接

收目标检测部分发送的目标方位信息，转化为 ROS 标准 msg 格式，进行话题发布。 

2.5.6 与其他外设的通信 

与其他外设的通信均通过 USB 进行。 

2.6 软件部分 

2.6.1 核心算法 

(1) 姿态识别 

端到端的训练方法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而由于本项目组进行创作研发设计的时间与资

源有限，所以选择利用现有的姿态识别工具包完成动物姿态识别与分类的功能。对于人类姿态估

计，有许多优秀项目提供了开源的工具包，例如 DeeperCut, ArtTrack, DeepPose, Open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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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Pose-Plus 以及 DeepLabCut。这些方法都能够很好地满足实时性要求，但除 DeepLabCut 之
外的项目都是基于人体模型，不能很好地完成非人类姿态识别的任务。另一个专注于动物姿态识

别的开源工具包 LEAP，使用了一个浅层的神经网络进行姿态预测，且没有任何预训练过程的参

与，其预测速度更快，但是需要大量的数据集用于网络训练。综上本项目组选用一折中的方案，

牺牲一定的速度，选择速度适中的 DeepLabCut 工具包做为识别任务的首选。准确追踪行为发生

期间的身体运动部位是运动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如果采用视频记录方式来追踪运动，研

究人员要么需要费时费力地标记每一帧，要么需要在研究对象身体的预定点上放置标记物。而标

记物可能干扰研究目标的行为，而且一般只适合有限类型的运动。而 DeepLabCut 是一个可以精

确跟踪任何动物运动的工具，支持任何自定义的关键点标记，采用迁移学习方法，只需要输入几

百帧的数据集，就能够达到高精度的训练效果。目前已经有生物研究团队将 DeepLabCut 投入人

类、昆虫以及啮齿动物行为的研究中，有丰富的学习资料供参考。 
DeepLabCut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小样本学习能力的端到端关键点识别模型，网络

结构由 DeeperCut 网络中的变异型残差网络部分去除掉末端的全连接层，末端再连接上一系列逆

卷积层而构成。残差神经网络权重已预先在包含有众多不同类别图片对象的大数据集 lmageNet
上训练收敛。ImageNet 的类别之多，涵盖了大部分不同工程任务所需面对的对象种类。而我们

主要选取其中对象为宠物的工程任务。 
从结构上而言，DeepLabCut 采用逆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从泛化性而言，实验也测试

DeepLabCut 在被测对象实例出现变化时的泛化适应性，当测试样本图片中出现对象实例个数与

训练样本图片中对象实例个数不一致，特别是前者多于后者情况，实验得出结论是 DeepLabCut
可以将每个实例个体的每个关键部位较准确地识别出来。从应用范围而言，DeepLabCut 可以满

足需要实验对象实例做出相对于摄像机在三维空间中，任意旋转、平移、变形等几何变换任务需

求。此外，DeepLabCut 的训练与识别所有流程被封装成可方便调用的软件包，能够为宠物骨骼

提取带来极大的便利。 
得到带有关节标记的图像后，根据预设命令种类(“握手”、“坐下”、“跟随”等)对图像对应

的动作名称进行标记。本项目组使用关键点坐标为特征量，使用 TensorFlow 计算框架训练一个

的 CNN 分类网络模型。最后将模型通过 OpenVINO 进行优化并部署在 AI-BOXx 平台上。 

(2) 目标检测 

目标检测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主流的算法主要分为两个类型：首先，是 two-
stage 方法，如 R-CNN 系算法，其主要思路是先通过启发式方法（selective search）或者 CNN 网

络（RPN)产生一系列稀疏的候选框，然后对这些候选框进行分类与回归，two-stage 方法的优势

是准确度高。第二种方法是 one-stage，如 Yolo 和 SSD，其主要思路是均匀地在图片的不同位置

进行密集抽样，抽样时可以采用不同尺度和长宽比，然后利用 CNN 提取特征后直接进行分类与

回归，整个过程只需要一步，所以其优势是速度快，但是均匀的密集采样的一个重要缺点是训练

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正样本与负样本（背景）极其不均衡，导致模型准确度稍低。由于本产

品的目标——宠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所以对速度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本项目组选择了 one-
stage 方法中的 SSD。 

SSD 算法，其英文全名是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其中 Single shot 指明了 SSD 算法

属于 one-stage 方法，MultiBox 指明了 SSD 是多框预测。对于 Faster R-CNN 这种算法，其先通

过 CNN 得到候选框，然后再进行分类与回归，而 Yolo 与 SSD 可以一步到位完成检测。相比

Yolo，SSD 采用 CNN 来直接进行检测，而不是像 Yolo 那样在全连接层之后做检测。其实采用卷

积直接做检测只是 SSD 相比 Yolo 的其中一个不同点，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改变，一是 SSD 提

取了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来做检测，大尺度特征图（较靠前的特征图）可以用来检测小物体，而小

尺度特征图（较靠后的特征图）用来检测大物体；二是 SSD 采用了不同尺度和长宽比的先验框

（Prior boxes, Default boxes，在 Faster R-CNN 中叫做锚，Anchors）。Yolo 算法缺点是难以检测

小目标，而且定位不准，但是这几点重要改进使得 SSD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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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SD 识别原理图 

本项目使用 TensorFlow Objection Detection API 对目标检测模型进行训练。基于现成的

ssd_mobilenet_v2_coco 神经网络参数进行再训练，保存得到的新的网络模型并将其使用

OpenVINO 工具包中的模型优化器进行转化。选用 ssd 网络作为目标检测模型的主要原因，一是

由于 ssd 网络的轻量性与高效性，能够很好地满足实时检测的需求，二是因为 OpenVINO 模型优

化器中提供了 TensorFlow Object Detection API 模型的相应插件，可以十分方便快捷地对模型进

行转换与部署。 

(3) 建图 

建立地图利用 gmapping 软件包实现。gmapping 是基于滤波 SLAM 框架和 RBPF 粒子滤波的

建图算法。gmapping 在构建室内小场景地图时拥有计算量小、精度高的特点。底盘加装的编码

器可以计算得到机器人的里程计信息，提供机器人的位姿，算法有效利用里程计信息，从而对激

光雷达的频率要求变低。但 gmapping 牺牲空间复杂度保证时间复杂度，没有回环检测，在回环

闭合时可能会造成地图错位，不适合构建大场景地图。但由于本项目的需求为家居智能机器人，

gmapping 的建图范围和精度可以满足家居场景的要求。 
SLAM 问题中，机器人在一个未知环境中移动，期望获得当前环境的地图。获得地图需要

精确的定位，获取定位又依赖于已有的地图，产生定位与建图的矛盾问题。RBPF 算法以先估计

机器人的轨迹而后再去根据已知的轨迹计算地图的方式，解决了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

相互矛盾的问题，gmapping 基于 RBPF 算法提出了改进的重要性概率密度函数并且增加了自适

应重采样技术，减少了粒子数，降低了计算量和粒子耗尽的风险。其具体流程： 
a.初始化：初始化机器人的位姿（位置和方向），每个粒子初始化权重为 1/N，总和为 1。初

始化位置确定后，粒子放在其附近。 
b.预测：粒子滤波首先根据状态转移函数预测生成大量的采样，这些采样就被称之为粒子，

利用这些粒子的加权和来逼近后验概率密度。 
c.调整与校正：随着观测值的依次到达，为每个粒子计算相应的重要性权值。这个权值代表

了预测的位姿取第 N 个粒子时获得观测的概率。如此这般下来，对所有粒子都进行评价，越有

可能获得观测的粒子，获得的权重越高。 
d.姿态估计：利用所有粒子的位置、方向和权重值来计算加权平均值、中央值和最大权重的

粒子值，并用这些估计机器人的姿态。 
e.重采样：根据权值的比例重新分布采样粒子。去除权重小的粒子，以权重大的粒子为中心

创建粒子特性。重复步骤（2）到步骤（5），再将重采样过后的粒子集输入到状态转移方程中，

就能够获得新的预测粒子。通过采样的轨迹和计算推测出地图。 

(4) 定位与导航 

a.AMCL 定位 
本项目采用 AMCL 算法进行路径规划过程中的机器人定位，AMCL 方法采用粒子滤波对机

器人在已知的地图中进行位姿跟踪，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一组采样粒子来估计机器人的位姿的概率

分布情况，粒子的权重情况反应机器人位姿估计的可靠程度。该算法由两部分组成：预测部分和

更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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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部分：首先，对 t-1 时刻的粒子集合{S-1}进行采样，并对每一个采样的粒子 sL1，
应用运动模型和深度摄像头得到的激光数据预测 t 时刻的机器人位姿，并估计运动轨迹。 

2）更新部分：通过摄像头的观测数据 zt，更新每个采样粒子的权值 w，该值越大，表示

预测的位姿越接近真实位姿，即预测的更准确。同时对粒子进行自适应重采样，设置重采样粒子

数量的阈值，当粒子数目小于阈值时，进行重采样，否则，不进行重采样，直接输出结果，重新

循环执行预测过程和更新过程。 
b.全局路径规划—A*算法 

A*算法表示为 f(n)=g(n)+h(n)，g(n)为初始状态到状态 n 的实际代价，h(n)为状态 n 到目标

状态最优路径的代价估计，f(n)为在状态空间中从初始状态由状态 n 到目标状态的代价估计。节

点由状态表示，距离由代价表示，h(n)的选取至关重要。以 d(n)表示状态 n 到目标状态的距离，

则 h(n)的选取有三种情况： 
1）若 h(n)>d(n)，则搜索的范围小，点数少，且效率高，但无法确保得到最优解； 
2）若 h(n)=d(n)，则最短距离等于估计距离，此时效率最高，且严格按照最短路径展开搜

索； 
3）若 h(n)<d(n)，则搜索的范围大，点数多，且效率低，但可以得到最优解。 

c.局部路径规划—dwa 算法 
局部路径规划器采用 DWA 算法，以全局规划路线结合代价地图（Costmap）信息，规划得

到机器人的局部具体行为方案。 
1）确定机器人运动模型 
详见 2.2.3 底盘 
2）速度采样 
采样多组速度，以推算运动轨迹，由评价函数打分。 

a.移动机器人会受到自身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的限制 
Vm = {v ∈ [Vmin，Vmax]，w ∈ [W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W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b.机器人在周期 sim_period 内的轨迹会出现一个动态窗口，这是由于电机力矩有限而存在最

大加减速限制而造成的，此时动态窗口内的速度即机器人的实际速度 
(𝑣𝑣𝑑𝑑 ,𝑤𝑤𝑑𝑑) = {(𝑣𝑣,𝜔𝜔) ∣ 𝑣𝑣 ∈ [𝑣𝑣𝑐𝑐 − 𝑣𝑣𝑏𝑏Δ𝑡𝑡𝑝𝑝𝑐𝑐 + 𝑣𝑣𝑚𝑚Δ𝑚𝑚],𝜔𝜔 ∈ [𝜔𝜔𝑐𝑐 − 𝜔𝜔𝑏𝑏Δ𝑡𝑡𝜔𝜔𝑐𝑐 + 𝜔𝜔𝑚𝑚Δ𝑚𝑚]} 

c.机器人在碰到障碍物前需减速停止，在最大减速度下的速度范围是 
(𝑣𝑣𝑚𝑚 ,𝑤𝑤𝑚𝑚) = �(𝑣𝑣,𝜔𝜔) ∣ 𝑣𝑣 ⩽ �2 × dist(𝑣𝑣,𝜔𝜔) ⋅ 𝑣𝑣𝑏𝑏   ,𝜔𝜔 ⩽ �2 × dist(𝑣𝑣,𝜔𝜔) ⋅ 𝜔𝜔𝑏𝑏} 

3）评价函数 
不同速度会分别生成与之对应的轨迹，这里需评价每条轨迹的得分，进而去除得分低的轨

迹，采用的评价函数为 
𝐺𝐺(𝑣𝑣,𝜔𝜔)& = 𝜎𝜎(𝛼𝛼 ⋅  heading (𝑣𝑣,𝜔𝜔) + 𝛽𝛽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𝑣𝑣,𝜔𝜔) + 𝛾𝛾 ∙ 𝑣𝑣𝑣𝑣𝑣𝑣𝑣𝑣𝑣𝑣𝑑𝑑𝑑𝑑𝑣𝑣(𝑣𝑣,𝑤𝑤)) 

在 ROS 中，局部路径规划模块由 move_base 包负责，程序模块流程如下： 
初始化：在节点 move_base 中，调用其初始化函数，加载参数和实例化对象等，为 DWA 算

法做准备；采样速度样本：该部分通过调用 Simple Trajectory Generator 类的实例 generator 的
initialise 函数，进行速度采样，进而得到被评价的速度样本；样本评分：采用 Score Trajectory 函

数为样本评分，并记录下评价最高的样本。 

2.6.3 软件流程 

(1) 识别与奖惩 

本系统部署在边缘侧，其功能逻辑流程如下。用户通过在客户端选择进入训练模式。系统扬

声器输出宠物主人预录制好的视频命令，接下来显示屏上循环播放该命令对应的动作演示视频，

测试倒计时开始。系统的动作识别模块判断宠物是否在倒计时结束前完成了规定动作，若完成则

发放零食奖励，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启用响应惩罚（播放“训斥语音”）。最后根据主人设

置的训练时间与训练强度判断是否结束训练，退出动作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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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训练模式

输出视频命令

倒计时开始

是否匹配动作？

奖励

惩罚

结束训练模式？

退出训练模式

是

否

是

否

播放动作视频

食物、声音诱导

诱导成功？

是

否

 
图 11 训练模式流程图 

(2) 远控建图 

 
图 12 建图相关节点关系图 

此模式下，slam_gmapping 是最主要的工作节点，进行主要的建图工作，由 odometry_publisher

和 Laser_tf_node 提供机器人底盘到世界坐标、雷达基座到机器人地板的坐标变换输入，rplidarNode

提供雷达数据输入，输出不断更新的地图，同时输出机器人底盘到地图坐标系的坐标变换用以修

正里程计误差。mqtt_clt 节点作为用户命令的中转站，输出速度控制命令和控制整个系统停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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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base_controller 作为底盘基本控制节点，执行速度控制命令并输出编码器数据以供

odometry_publisher 计算坐标变换。 

 
表 2 关键节点清单 

slam_gmapping 建图主节点。完成地图构建，通过雷达数据修正机器人位姿，并发布地图话

题，提供地图服务 

target 进行巡航点的储存 

rplidarNode 激光雷达的驱动和雷达数据发布 

mqtt_node 与用户端的通信，向机器人发布速度指令和指定巡航点指令，向用户端发送当

前地图数据和巡航点 

用户端 APP 有控制和自主两种模式，其中建图在控制模式下完成。控制模式下启动

slam_gmapping 节点，用户手动操控机器人移动进行建图，用户点击地图按钮，mqtt_node 接收到

map 指令，控制发送当前地图到 map 话题，显示在 APP 上，点击定点按钮，当前机器人位置作为

巡航目标点储存到本地。退出建图模式时，调用 map_saver 服务进行最终地图的保存。 

图 13 自主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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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巡航与跟踪 

 
图 14 自主模式节点关系图 

该图为机器人处于追踪状态时的节点关系，此时 track 为主要控制节点，接收 udp_server 和

rplidar_node 的传感信息用以确定目标位置，发布相应速度指令，由 base_controller 节点执行。当

机器人处于巡航状态时，track 节点和 move_base 节点之间将建立话题通信，由 track 发送巡航目

标点坐标到 move_base，amcl 节点通过地图数据、坐标变换和雷达数据的输入提供机器人位姿的

修正，move_base 节点进行路径规划，发布速度指令，完成巡航任务。 
表 3 自主模式关键节点清单 

track 追踪主节点。请求和发送巡航点；与相机数据融合确定目标位置，发布跟踪指

令 
target 提供巡航点储存和发送服务 
udp_server 与目标检测程序通信，获取目标所在方位，并发布 
move_base 导航主节点。接收巡航点，进行路径规划和巡航指令的发布 
amcl 机器人定位，融合里程计和雷达数据，修正机器人位姿 
mqtt_node 当追踪目标出现时，控制巡航停止 

巡航与跟踪同属自主模式，可自主切换，其功能逻辑流程如下。 

 
图 15 自主模式控制流程 

自主模式下目标检测程序开始运行，未检测到目标时，机器人处于巡航模式。track 节点向

target 服务请求巡航点位置，并发布，move_base 节点接收到巡航点，规划路径并导航到巡航

点，机器人距离巡航点误差在容许范围时，track 请求并发布下一目标点，依次循环，实现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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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巡航。 
当检测到目标时，机器人切换到跟踪模式。mqtt_node 节点发送取消导航命令，move_base

节点停止发送导航指令，track 节点监听激光雷达数据，对摄像头视野内临近点进行聚类，取中

心点距离作为该物体距离，并滤去宽度不合理的物体，得到疑似目标物体，将疑似目标方位与摄

像头提供的目标方位进行对比，取误差最小者，若该误差在合理范围（5°）以内，则认为该物

体为追踪目标。根据目标距离和方位以线性增长方式确定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大小和方向，使目标

与机器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 20~30cm，±5°范围内。追踪模式下，当摄像头 5min 内未检测到

目标时，判定为目标丢失，机器人重新进入巡航模式。 

(4) 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部分在机器端主要部署在 mqtt_node 节点上，进行命令的解析和数据的返回。 
mqtt_node 节点设置两种模式，控制模式和自主模式，分别对应全局变量 Mode=0 和

Mode=1，当接收到 mode 指令与 Mode 不同时切换模式。 
切换到控制模式时，机器人关闭交互界面，结束跟踪和导航相关的进程，启动建图节点，启

动远程视频界面，在该模式下接收速度控制指令，接收目标点储存指令。 
切换到自主模式时，机器人首先储存当前地图，之后关闭远程视频界面和其他控制模式下的

进程，启动定位、导航、追踪节点，启动与宠物的交互界面，该模式下接收到 video 指令将定时

播放宠物学习视频，同时检测宠物动作进行相应奖惩措施。 
在上述模式下，机器人底盘控制节点 base_controller、雷达节点 rplidarNode、巡航点节点

target 以及各种 tf 变换节点始终运行，以保证上层功能包能够及时获取所需传感器输入和坐标变

换信息。 
另外 mqtt_node 在任何模式下都会检测喂食、惩罚等控制指令，并控制相应的舵机和程序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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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机交互 

a. 安卓客户端 APP 

 
图 16 客户端 APP 界面 

安卓 app 主要有三个部分功能：实时通讯、运动控制和实时互动，主人可以通过此 app 向机

器人发送消息。 
实时通讯：App 屏幕上方是实时通讯画面，此画面传输的是小 A 摄像头拍摄的内容，当主

人点击连接键，Agora 视频通讯信道会开启，主人可通过此画面观察家中宠物情况，并实时互

动。 
运动控制：App 屏幕下方是运动控制画面，总共有四个按键，分别是：向左。向右、向前以

及暂停，主人可通过这四个按键远程控制小车前进，可以跟踪宠物，也可巡视屋内状况。 
实时互动：App 屏幕中间部分，有三个按键，分别为：喂食、拍照还有惩罚。当主人点击喂

食按钮，储粮仓会自动放食物，当主人点击拍照按钮，照片会首先储存在 AI-BOXx 上，当长按

屏幕，照片会储存到主人手机客户端默认路径相册内。当主人看到宠物拆家等行为时，可以及时

进行呵斥，也可对宠物进行惩罚，小 A 会播放一段惩罚视频来达到惩罚效果。 
b. LCD 屏幕交互 

为了向用户隐藏不必要的复杂性，我们在基于 web 浏览器（如 Firefox）的 AI-BOXx 上设计

了 UI 页面。在 out 实现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弹出不同的 web 页面。 

 
图 17 惩罚与正常模式下的屏幕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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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测试 

3.1 系统测试方案 

3.1.1 实时互动 

(1) 视频通讯 

根据系统需求，测试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实时性，即识别速度的测试；二是丢包率，即接

通成功的概率。 
首先，测试主人手机客户端 APP 点击连接按钮时，是否能顺利接通小 A，且小 A 是否能顺

利自动打开摄像头与麦克风进行视频通讯功能且测试时间延迟。其次，测试小 A 是否能清晰且

实时显示主人前置摄像头的画面，且可以准确听到主人的声音且测试时间延迟。最后，尝试连接

多次，测试连接成功的次数，计算丢包率。 

(2) 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检测首先使用 ROS 键盘节点进行，分别发送直走和自转速度指令，让小 A 移动一

定距离，根据终端的时间戳测算实际速度，与 base_controller 发布的速度和速度指令相比较；利

用 rqt_plot 工具绘制速度时间图像，查看速度变化曲线。 
下一步是在主人手机客户端进行测试，按动 app 中的前进左右和暂停键按钮，观察小 A 能

否正确移动及延时情况。 

(3) 投食互动 

投食互动检测将在主人手机客户端进行测试，按动 app 中的喂食按钮，测试喂食机构能否放

出粮食；按动惩罚按钮，观察小 A 的响应情况。 

3.1.2 行为训练 

由于实验环境限制，我们使用一只毛绒玩具狗作为测试对象，控制机器人对不同位置的观察

对象进行一系列视频采集，并以 100 张测试图像作为测试集，通过统一的帧提取来测试实际性

能。对于推理速率的测试，我们使用 OpenVINO 工具包中自带的 BenchmarkApp 对异步模式下的

推理帧率进行测验。 

3.1.3 巡航与跟踪 

在本项目组用瓦楞纸搭建的迷宫中，测试小 A 的建图与导航功能，通过 ROS 键盘节点控制

机器人移动建图，从 PC 端 rviz 观察建图情况，判断地图边界是否清晰，观察地图中是否存在噪

点。 
在 rviz 中手动指定目标点启动导航，观察小 A 是否能自主规划出合理路径并移动到目标位

置，在路径中随机插入障碍观察小 A 能否避开，记录小 A 撞到障碍物的次数和结束移动时距离

目标点的误差。在手机端进行建图和指定巡航点的测试，观察小 A 是否也能建立清晰完整的地

图以及完成完整巡航路径。 
为测试跟踪功能，本项目组使用玩具宠物狗模拟真实宠物，使用绳子等物牵引宠物狗进行移

动，观察小 A 能否实时跟踪目标，记录每次结束移动时小 A 到目标点的距离和目标识别程序返

回的目标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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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试设备与环境 

在实验室自行搭建迷宫，测试环境地面为铺满布料的硬质地板，测试灯光为自然光，测试环

境如下图所示： 

 
图 18 测试实景 

 

3.3 测试数据 

3.3.1 实时互动 

(1) 视频通讯 

本项目组在不同时间段尝试连接了五十次，其中有一次手机客户端无法显示小 A 远程通讯

的画面。 

(2) 运动控制 

测得实际速度与编码器数据关系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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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标定后的速度指令与实际速度关系如图： 

 
经测试，编码器数据与实际速度基本呈线性关系，标定后实际速度与指令之间的误差小于

2%，在小环境下建图产生的累计误差可以忽略。 
当主人点击前进、向左、向右、暂停按键时，小 A 均能准确无误进行相应行动，且延迟不

到一秒，测试结果良好。 

(3) 投食互动 

当主人在手机客户端 app 点击喂食按钮时，小 A 会自动放粮，且放粮数量适中。 

3.3.2 行为训练 

表格 1 行为训练数据记录表 

动作类别 AUC IOU AP MaP 
坐 0.86 0.73 0.87 

0.87 
握手 0.85 0.87 0.93 
打滚 0.86 0.75 0.83 
躺下 0.67 0.85 0.81 
趴下 0.88 0.89 0.89 

 
使用 OpenVINO 的 benchmarkapp 进行测试，得到在异步模式下，使用单颗 VPU 达到了每

秒 13-14 帧的帧率，且推理硬件为 HDDL 时，速率并没有显著提升。针对动作识别神经网络的

测试，我们操控小车拍摄了一系列观测对象处于不同姿势的视频，并通过均匀抽帧的方式使用了

100 张测试图像作为测试集对实际表现进行测试。在该测试集下，网络的识别准确度达到了

87%，足以满足训练模式下对识别结果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对于运动模糊产生的图像，

该网络也能够达到较高的动作识别准确率，能够基本满足训练功能的实时性需求某次的识别结果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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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动作检测结果 

在视频播放多遍，且宠物仍然未执行目标动作时，小 A 成功播放了惩罚音乐，而在宠物按

照视频执行目标动作时，粮仓自动开启放粮。 

3.3.3 巡航与跟踪 

小 A 所建立的地图如图所示： 

 
图 20 测试环境地图 

地图边界清晰且不存在形成干扰的噪点。 
在十次导航测试中，小 A 均能到达目标点附近，未撞到过随机插入的障碍物或迷宫边界，

十次测试中到目标点的平均误差均在 20cm 以内。其中五次测试结果如下表： 
测试编号                   误差/m 

1 0.0562 
2 0.1373 
3 0.1544 
4 0.0732 
5 0.1388 

手机端建图效果和 PC 端无明显区别，且小 A 能够自主遍历所有给定巡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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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找到追踪目标 

测试目标追踪功能时，为保持跟踪函数的最佳性能，应尽可能保持被跟踪对象在图像帧的正

中心(类似于上图效果)。通过对不同最大跟踪速度下，选取 200 帧检测帧的图像框中心点的均方

误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表 4 目标追踪速度选择表 

移动速度(cm/s) 均方根误差 
10 0.0243 
14 0.0275 
28 0.0279 
32 0.0398 
37 0.0679 

结果表明，最优跟踪速度在 28cm/s 左右，因此 28cm/s 是我们最终选用的最大跟踪速度。 

3.4 结果分析 

通过大量的模拟情况演示，系统间消息反应正常且灵敏，且均可在程序控制下正常处理此类

情况。安卓 APP 客户端与小 A 的通信稳定,各项监测数据正常，APP 显示正常，小 A 运行正

常。经过各种功能的模拟测试，可见系统仍运转正常，系统架构设计良好，性能稳定且留有适宜

余量。 

3.5 创新与特色 

3.5.1 ROS 系统及智能巡航 

本项目基于 ROS 机器人系统，搭建了可移动式机器人平台。在完成家居环境建图后，可随

时在家庭中进行巡航，全方位监测家中异常情况，防护更全面。 

3.5.2 实时互动板块设置 

本项目实时互动板块内置了包含视频互动、喂食、惩罚、拍照等互动模式，使宠物与主人之

间能够零距离，无障碍地进行互动。 

3.5.3 云平台构建 

本项目借助 Emqx 云平台中转从手机客户端、PC 端到 AI-BOXx 之间相互通信的消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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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传输之间的壁垒，充分发挥系统各部分各自优势，能够快速了解到家中宠物的信息，全面

同步，实时观测的同时保持低功耗，还可进行手机客户端的联动操纵，与宠物互动零距离。后期

本项目进行产品化时可借助云平台进行用户管理和隐私保护等功能的进一步开发。 

3.5.4 远程智能控制 

用户可通过手机客户端安卓 App 平台查看家中宠物信息、远程操纵机器人等，控制方式灵

活多样，且由于本项目基于网络通讯，所以可以做到远距离智能控制。 

3.5.5 宠物训练 

本项目提出的通过宠物动作识别进行相关训练的思路具有很高的创新性，通过目标检测、动

作识别、播放视频、奖罚反馈等操作诱导宠物做出目标动作，达到训练目的，具有很强的前瞻

性，为家居宠物产品开创了另一片天空。 

3.5.6 巡航跟踪 

本项目成功建图并识别目标，可以做到自主规划路径对宠物进行跟踪，摆脱了传统宠物产品

依赖用户操控的，缺乏自主性的缺陷，具有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保证了主人无论何时想与宠物

互动，小 A 都能准确无误找到宠物，且一路跟踪，拍摄实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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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来展望 

（1）针对小A本体，希望在外观与集成度方面进行优化。设计外壳体，减小体积，来满足外

型美观与结构精简的需要；设计高集成度的新版电控系统对底盘驱动进行更新换代，提高运动稳

定性和精确性；升级电源供应系统，提高续航能力。 

（2）完善、方便用户交互体验。升级手机客户端安卓APP，优化用户控制逻辑，设计用户管

理模式，使信息更全面，控制更加自如。 

（3）积极推进小A背后的数据采集、融合与分析平台。开发与研究传感信息最大化处理，融

合利用模型，升级后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尝试自行建立模型，根据家庭或个人特点建立符合宠物特

性的贴心关怀。例如在梅雨季节检测宠物生存环境，在宠物有生病预兆时，计时提醒主人， 

（4） 对于在信息分析过程中的用户隐私问题，希望日后对隐私问题建立安全措施，采用用

户授权、阅后即焚等方式尽最大可能保护家庭个人和宠物的信息和健康情况等隐私。 

（5）就增强用户体验方面对产品功能进行相应拓展。结合3D全息投影技术，设计3D投影接

口，对原始的基于屏幕的显示方案进行改进。通过虚拟的3D对象，实现与宠物以及与主人间的

交互，增强产品的科技感与实用性。 
（6）希望利用Intel AI-BOXx的高性能优势，未来可将本产品打造成宠物专属的智能游戏

机，进一步增加本产品的性价比，提高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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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 

5.1 拓展应用系统电路图 

5.1.1 电源电压检测模块原理图与 PCB 图 

 
图 22 电压检测模块原理图 

 
图 23 电压检测模块 PCB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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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底盘主控 

 
图 24 顶层单片机（STM32F103C8T6） 

 
图 25 电机驱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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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源代码与程序清单 

5.2.1 关键源代码（目标检测） 

#include <gflags/gflags.h> 
 
#include <chrono>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include <vector> 
#include <string> 
#include <algorithm> 
 
#include <inference_engine.hpp> 
#include <ngraph/ngraph.hpp> 
 
#include <monitors/presenter.h> 
#include <samples/ocv_common.hpp>    
#include <samples/slog.hp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rpa/inet.h> 
 
#define PORT 1234 
#define DEVICE_NAME "HDDL" 
#define MODEL_NAME "/home/tj29/model/ssd_detector.xml" 
#define LABELFILE_NAME "" 
#define THRESHOLD 0.6 
 
/*----------------------------------------------------*/ 
 
using namespace InferenceEngine; 
 
void frameToBlob(const cv::Mat& frame, 
                 InferRequest::Ptr& inferRequest, 
                 const std::string& inputName) { 
 
        /* Resize and copy data from the image to the input blob */ 
        Blob::Ptr frameBlob = inferRequest->GetBlob(inputName); 
        matU8ToBlob<uint8_t>(frame, frameBlob);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y { 
 
        //--------------------------------Buiding a UDP client----------------------------------------- 
        struct sockaddr_in s; //define a socket address 
        int sock;    //define a file describer 
        char buff[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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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y for a socket, protocols: PF_INET(IPv4) PF_INET6(IPV6) 
        if((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1){ 
            perror("Create socket error!"); 
        }  
       // else  
            //printf("Success!\n"); 
 
        memset(&s, 0, sizeof(s)); 
        s.sin_family = AF_INET; 
        s.sin_port  =   htons(PORT); 
        s.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sprintf(buff, "Success!"); 
        sendto(sock, buff, strlen(buff), 0, (struct sockaddr *)&s, sizeof(s)); 
 
        /** This demo covers certain topology and cannot be generalized for any object 

detection **/ 
        std::cout << "InferenceEngine: " << GetInferenceEngineVersion() << std::endl; 
 
        // ------------------------------ Parsing and validation of input args ------------------------

--------- 
        //if (!ParseAndCheckCommandLine(argc, argv)) { 
        //    return 0; 
        //} 
 
        //slog::info << "Reading input" << slog::endl; 
        cv::VideoCapture cap; 
        //if (!((FLAGS_i == "cam") ? cap.open(0) : cap.open(FLAGS_i.c_str()))) { 
        cap.open("/dev/video0"); 
 if(!cap.isOpened()) cap.open("/dev/video1"); 
           //throw std::logic_error("Cannot open camera0"); 
     
        const size_t width  = (size_t) cap.get(cv::CAP_PROP_FRAME_WIDTH); 
        const size_t height = (size_t) cap.get(cv::CAP_PROP_FRAME_HEIGHT); 
        slog::info << "Current frame shape is (" << width << "," << height << ")" << 

slog::endl; 
        // read input (video) frame 
        cv::Mat curr_frame;  cap >> curr_frame; 
        cv::Mat next_frame; 
        // --------------------------------------------------------------------------------------------------

--- 
 
        // --------------------------- 1. Load inference engine ------------------------------------- 
        slog::info << "Loading Inference Engine" << slog::endl; 
        Core ie; 
 
        slog::info << "Device info: " << slog::endl; 
        std::cout << ie.GetVersions(DEVICE_NAME); 
        // --------------------------------------------------------------------------------------------------

--- 
 
        // --------------------------- 2. Read IR Generated by ModelOptimizer (.xml and .bin 

files) ------------ 
        slog::info << "Loading network files" << slog::endl; 
        /** Read network model **/ 
        auto cnnNetwork = ie.ReadNetwork(MODE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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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t batch size to 1 **/ 
        slog::info << "Batch size is forced to  1." << slog::endl; 
        cnnNetwork.setBatchSize(1); 
        /** Read labels (if any)**/ 
        std::string labelFileName = fileNameNoExt(LABELFILE_NAME) + ".labels";    
        std::vector<std::string> labels; 
        std::ifstream inputFile(labelFileName); 
        std::copy(std::istream_iterator<std::string>(inputFile), 
                  std::istream_iterator<std::string>(), 
                  std::back_inserter(labels)); 
        // --------------------------------------------------------------------------------------------------

--- 
 
        /** SSD-based network should have one input and one output **/ 
        // --------------------------- 3. Configure input & output ------------------------------------

--------- 
        // --------------------------- Prepare input blobs ----------------------------------------------

------- 
        slog::info << "Checking that the inputs are as the demo expects" << slog::endl; 
 
        InputsDataMap inputInfo(cnnNetwork.getInputsInfo());  //get the output info of 

the network 
 
        std::string imageInputName, imageInfoInputName; 
        size_t netInputHeight, netInputWidth; 
 
        for (const auto & inputInfoItem : inputInfo) { 
            if (inputInfoItem.second->getTensorDesc().getDims().size() == 4) {  // first 

input contains images 
                imageInputName = inputInfoItem.first; 
                inputInfoItem.second->setPrecision(Precision::U8); 
                // if (FLAGS_auto_resize) { 
                //     

inputInfoItem.second->getPreProcess().setResizeAlgorithm(ResizeAlgorithm::RESIZE_BILINE
AR); 

                //     
inputInfoItem.second->getInputData()->setLayout(Layout::NHWC); 

                // } else { 
                    

inputInfoItem.second->getInputData()->setLayout(Layout::NCHW); 
                //} 
                const TensorDesc& inputDesc = inputInfoItem.second->getTensorDesc(); 
                netInputHeight = getTensorHeight(inputDesc); 
                netInputWidth = getTensorWidth(inputDesc); 
            } else if (inputInfoItem.second->getTensorDesc().getDims().size() == 2) {  // 

second input contains image info 
                imageInfoInputName = inputInfoItem.first; 
                inputInfoItem.second->setPrecision(Precision::FP32); 
            } else { 
                throw std::logic_error("Unsupported " + 
                                       

std::to_string(inputInfoItem.second->getTensorDesc().getDims().size()) + "D " 
                                       "input layer '" + inputInfoItem.first + "'. " 
                                       "Only 2D and 4D input layers are 

suppor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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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Prepare output blobs --------------------------------------------

--------- 
        slog::info << "Checking that the outputs are as the demo expects" << slog::endl; 
        OutputsDataMap outputInfo(cnnNetwork.getOutputsInfo()); 
        if (outputInfo.size() != 1) { 
            throw std::logic_error("This demo accepts networks having only one output"); 
        } 
        DataPtr& output = outputInfo.begin()->second; 
        auto outputName = outputInfo.begin()->first; 
 
        int num_classes = 0; 
 
        if (auto ngraphFunction = cnnNetwork.getFunction()) { 
            for (const auto op : ngraphFunction->get_ops()) { 
                if (op->get_friendly_name() == outputName) { 
                    auto detOutput = 

std::dynamic_pointer_cast<ngraph::op::DetectionOutput>(op); 
                    if (!detOutput) { 
                        THROW_IE_EXCEPTION << "Object Detection network 

output layer(" + op->get_friendly_name() + 
                            ") should be DetectionOutput, but was " +  

op->get_type_info().name; 
                    } 
 
                    num_classes = detOutput->get_attrs().num_classes; 
                    break; 
                } 
            } 
        } else if (!labels.empty()) { 
            throw std::logic_error("Class labels are not supported with IR version older 

than 10"); 
        } 
 
        if (static_cast<int>(labels.size()) != num_classes) { 
            if (static_cast<int>(labels.size()) == (num_classes - 1))  // if network 

assumes default "background" class, having no label 
                labels.insert(labels.begin(), "fake"); 
            else 
                labels.clear(); 
        } 
        const SizeVector outputDims = output->getTensorDesc().getDims(); 
        const int maxProposalCount = outputDims[2]; 
        const int objectSize = outputDims[3]; 
 
        if (objectSize != 7) { 
            throw std::logic_error("Output should have 7 as a last dimension"); 
        } 
        if (outputDims.size() != 4) { 
            throw std::logic_error("Incorrect output dimensions for SSD"); 
        } 
        output->setPrecision(Precision::FP32); 
        output->setLayout(Layout::NCH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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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Loading model to the device --------------------------------

---------- 
        slog::info << "Loading model to the device" << slog::endl; 
        ExecutableNetwork network = ie.LoadNetwork(cnnNetwork, DEVICE_NAME); 
        // --------------------------------------------------------------------------------------------------

--- 
 
        // --------------------------- 5. Create infer request -------------------------------------------

------ 
        InferRequest::Ptr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 = network.CreateInferRequestPtr(); 
        InferRequest::Ptr async_infer_request_next = network.CreateInferRequestPtr(); 
 
        /* it's enough just to set image info input (if used in the model) only once */ 
        if (!imageInfoInputName.empty()) { 
            auto setImgInfoBlob = [&](const InferRequest::Ptr &inferReq) { 
                auto blob = inferReq->GetBlob(imageInfoInputName); 
                auto data = 

blob->buffer().as<PrecisionTrait<Precision::FP32>::value_type *>(); 
                data[0] = static_cast<float>(netInputHeight);  // height 
                data[1] = static_cast<float>(netInputWidth);  // width 
                data[2] = 1; 
            }; 
            setImgInfoBlob(async_infer_request_curr); 
            setImgInfoBlob(async_infer_request_next); 
        } 
        // --------------------------------------------------------------------------------------------------

--- 
 
        // --------------------------- 6. Do inference ---------------------------------------------------

------ 
        slog::info << "Start inference " << slog::endl; 
 
        bool isLastFrame = false; 
 
 
        //std::cout << "To close the application, press 'CTRL+C' here or switch to the 

output window and press ESC key" << std::endl; 
       // std::cout << "To switch between sync/async modes, press TAB key in the output 

window" << std::endl; 
        cv::Size graphSize{static_cast<int>(cap.get(cv::CAP_PROP_FRAME_WIDTH) / 

4), 60}; 
        Presenter presenter("", 

static_cast<int>(cap.get(cv::CAP_PROP_FRAME_HEIGHT)) - graphSize.height - 10, 
graphSize); 

        while (true) { 
 
            // in the async mode we capture frame to populate the NEXT infer request 
            // in the regular mode we capture frame to the CURRENT infer request 
            if (!cap.read(next_frame)) { 
                if (next_frame.empty()) { 
                    isLastFrame = true;  // end of video file 
                } else { 
                    throw std::logic_error("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cv::VideoCap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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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f (isAsyncMode) { 
                // if (isModeChanged) { 
                //     frameToBlob(curr_frame,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 

imageInputName); 
                // } 
                 if (!isLastFrame) { 
                    frameToBlob(next_frame, async_infer_request_next, 

imageInputName); 
                 }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StartAsync(); 
 
            if (OK ==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Wait(IInferRequest::WaitMode::RESULT_READY)) { 
 
 
 
 
                presenter.drawGraphs(curr_frame); 
                //} 
 
                // ---------------------------Process output blobs----------------------------------

---------------- 
                // Processing results of the CURRENT request 
                const float *detections =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GetBlob(outputName)->buffer().as<PrecisionTrait<Precision::FP32>::
value_type*>();//guessing is the probobility? 

                for (int i = 0; i < maxProposalCount; i++) { 
                    float image_id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0]; 
                    if (image_id < 0) { 
                        break; 
                    } 
 
                    float confidence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2]; 
                    auto label = static_cast<int>(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1]); 
                    float xmin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3] * width; 
                    float ymin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4] * height; 
                    float xmax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5] * width; 
                    float ymax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6] * height; 
                    float center_x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3]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5])/2;  
                    float center_y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4] + detections[i * 

objectSize + 6])/2; 
                         
 
                    if (confidence > THRESHOLD 

&&(label==88||(label>=17&&label<=25))) 
{//!!!!!!!!!!!!!!!!!!!!!!!!!!!!!!!!!!!!!!!!!!!!!!!!!!!!!!!!!!!!!!!!!!!!!!!!!! 

                        /** Drawing only objects when > confidence_threshold 
probability **/ 

                        std::ostringstream conf; 
                        conf << ":" << std::fixed << std::setprecision(3) << confidence; 
                        cv::putText(curr_frame, 
                                    (static_cast<size_t>(label) < labels.size() ? 
                                    labels[label] : std::string("do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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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to_string(label)) + conf.str(),//!!!!!!!!!!!!!!!!!!!!!!!!!!!!!!!!!!!!!!!!!!!! 
                                    cv::Point2f(xmin, ymin - 5), 

cv::FONT_HERSHEY_COMPLEX_SMALL, 1, 
                                    cv::Scalar(0, 0, 255)); 
                        cv::rectangle(curr_frame, cv::Point2f(xmin, ymin), 

cv::Point2f(xmax, ymax), cv::Scalar(0, 0, 255)); 
                        printf("found object at [ %f,%f]\n",center_x, 

center_y);//!!!!!!!!!!!!!!!!!!!!!!!!!!!!!!!!!!!!!!!!!!!!!!!!!!!!!!!!!!!!!!!!!!!!!!!!!!! 
                        sprintf(buff, "{\"x\":%f, \"y\":%f}", center_x, 

center_y);//!!!!!!!!!!!!!!!!!!!!!!!!!!!!!!!!!!!!!! 
                        printf("%s\n",buff); 
                        if(sendto(sock, buff, strlen(buff),0, (struct sockaddr *) &s, 

sizeof(s))==-1) perror("ERROR!!!"); 
                    } 
                } 
            } 
            cv::imshow("Detection results", curr_frame);//delete if necessary 
 
            if (isLastFrame) { 
                break; 
            } 
 
 
            // Final point: 
            // in the truly Async mode we swap the NEXT and CURRENT requests for the 

next iteration 
            curr_frame = next_frame; 
            next_frame = cv::Mat(); 
 
            async_infer_request_curr.swap(async_infer_request_next); 
             
        } 
        // --------------------------------------------------------------------------------------------------

--- 
    } 
    catch (const std::exception& error) { 
        std::cerr << "[ ERROR ] " << error.what() << std::endl; 
        return 1; 
    } 
    catch (...) { 
        std::cerr << "[ ERROR ] Unknown/internal exception happened." << std::endl; 
        return 1; 
    } 
 
    slog::info << "Execution successful" << slog::endl; 
    return 0; 
} 
 

5.2.2 程序清单 

Catkin_ws/src 
├── CMakeLists.txt 
├── geometry2 
├── nav_config 
├── navigation-melodic-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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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gation_msgs 
├── odom_tf_package 

├── CMakeLists.txt 
├── include 
│   └── odom_tf_package 
│       └── cJSON.h 
├── launch 
│   ├── base_controller.launch 
│   └── track.launch 
├── msg 
│   ├── motor_count.msg 
│   └── robo_speed.msg 
├── package.xml 
├── scripts 
│   ├── map_save.py 
│   ├── mqtt_clt.py 
│   ├── mqtt_node.py 
│   ├── mqtt_user.py 
│   ├── servo_rpi.py 
│   ├── servo_rpi.pyc 
│   ├── target.py 
│   └── target.pyc 
├── src 
│   ├── base_controller.cpp 
│   ├── cJSON.c 
│   ├── Laser_tf_node.cpp 
│   ├── odom_tf_node.cpp 
│   ├── target.cpp 
│   ├── track.cpp 
│   ├── tracktest.cpp 
│   └── udp_server.cpp 
└── srv 
    └── target.srv 

├── openslam_gmapping 
├── rplidar_ros-master 
├── slam_gmapping 
└── twist_m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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