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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智能的多感官辅助导盲系统 

 

摘要 

 

为了便利盲人的生活，我们设计了基于边缘智能的多感官辅助导盲系统。在自由行走模

式下，系统基于传感器融合与深度学习算法实时探测用户前方、上方、下方的障碍物，并通

过震动马达从触觉上实时反馈给用户。同时运用 3D 声音技术向用户反馈周围物品方向与种

类。在室内导航模式下，系统基于 SLAM 与路径规划算法为用户规划路线，并通过震动和语

音为用户导航。同时，多用户相同区域间地图自动融合，充分挖掘群体智能。 

 

关键词：深度学习，SLAM，人工智能，边缘计算，YOLO，避障算法，路径规划，

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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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ENSORY ASSISTED BLIND GUIDE SYSTEM 

BASED ON EDGE INTELLIGENCE 

 

ABSTRA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life of the blind, we designed a multi-sensory assisted blind guidance 

system based on edge intelligence. In the free walking mode, the system detects obstacles in front, 
above, and below the user in real time based on sensor fusion and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and 
provides real-time tactile feedback to the user through a vibration motor. At the same time, 3D 
sound technology is used to feedback the direction and type of surrounding objects to users. In 
indoor navigation mode, the system plans routes for users based on SLAM and path planning 
algorithms, and navigates users through vibration and voice. At the same time, maps of multiple 
users in the same area are automatically integrated to fully tap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group.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SLA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ge computing, YOLO, obstacle 
avoidance algorithm, path planning,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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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导盲技术研究现状 

在当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室内人们的家居与电子设备逐渐变多，而室外如标志

牌、路灯、树木等各种道路和绿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各式车辆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对于普

通人来说，这意味着更丰富的生活。而对盲人来说，在行进过程中这些物品将会成为他们

的“绊脚石”，也许意味着危险与麻烦。自由出行，并“看”见面前的场景，对于视觉残障人

士来讲越发难以实现。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创客创新出了一些导盲产品和技术。比如，

WeWALK智能拐杖通过语音导航为用户指路，并且可以在事先设定好距离的情况下，通过

不同方向的震动来提醒左右方向。 
该智能拐杖使用了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来测量前方的障碍物到拐杖的距离。超声波传

感器通过获取超声波发出的时间戳和超声波被目标物体反射回到原位的时间戳之差，来获

取目标物体到自身的距离。超声波传感器是避障的一个较好的选择。但是，要准确地获取

时间差，目标物体需要足够平整，才能保证反射方向不会偏离过大。对于某些非常不平整

的物体，仅靠超声波识别是不够的。超声波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也有限，对于用户头顶和下

方的障碍物，仅靠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无法很好地探测。并且，面对运动速度较快的物体，

距离测算会有很大的误差。 
此外，还有一大缺点在于，该智能拐杖无法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信息，当用户置身于一

个环境中，如果仅仅知道周围有障碍物，而难以知道这些障碍物具体是什么，或者在哪

里，那么用户仍然难以对自身位置定位。第三个问题在于该智能拐杖在室内场景下使用困

难。盲人在室内环境下的导航需求应该是大于室外环境的。因为室外环境下，各类手机地

图APP都提供了语音导航功能，并且室外的障碍物较少。而在室内，如商场，购物广场等

大型室内场所，障碍物繁多，并且GPS不能提供精准的定位信息，盲人便很难找到目的

地。 
目前很多的导盲技术实现都类似于WeWALK智能拐杖，存在上面的三个缺陷。 

1.2 Intel硬件平台介绍 

1.2.1 整体介绍 
本系统在 Intel 竞赛官方提供的 Uzel US-M5422 边缘服务器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此外

使用了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Raspberry Pi 4B 开发板，多种传感器等外设。 
Uzel US-M5422 是一款基于视频分析的低功耗高性能边缘服务器/工作站项目，即 AI

边缘服务器/工作站，主要应用于视频分析、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机器视觉等应用。该项

目采用 Intel 最新的 Wishkey Lake U 平台和 MovidiusMyrid X 平台；采用模块设计方案，充

分结合 CPU 和 VPU 的优势资源，采用无风扇设计，外观高端大气，轻巧便携，整机尺寸

230*175*7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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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官方提供平台 US-M5422 机箱内部结构图 

US-M5422 属于高性能的边缘服务器设备。开发中重点使用到的硬件部分如表 1-1 所

示。 
表 1 开发中重点使用到的硬件部分 

组件 参数 用途 位置 

CPU 
Intel WL-U I3 

8145UE 
用于运行边缘端

软件 
图中央风扇下侧 

内存 4GB DDR4L 
为程序提供运行

存储资源 
CPU 上方 

AI 卡 HDDL-R8 
为计算机视觉边

缘端计算提供算力 
右侧 PCIE 接口

处 
固态硬

盘 
500G M.2 2280 

持久存储局部区

域地图等数据 
内存左侧 

    
1.2.2 特色介绍 
（1）Intel Whiskey Lake 处理器 

 
图 2 Intel WL-U 处理器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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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skey Lake 属于第八代智能 Intel 酷睿处理器家族，专门面向物联网应用而设计。具

有下列优点： 
1、 可提供优秀的单位功率性能。由于智能导盲系统需要保证较强的实时性，且主要

的运算都在边缘基站中完成，因此对于处理器性能要求较高。Whiskey Lake 处理器提供高

达 4.4GHz 的最大频率，很好地满足项目的实时性特点。并且，本项目依赖于计算机视觉

技术，在该处理器上结合 OpenVINO 的优化可以充分提升神经网络计算性能，在边缘部署

人工智能功能以捕获、处理和分析数据，从而获得近乎实时的洞察力。最后，与第七代的

处理器相比，Whiskey Lake 的多线程整数计算密集型应用性能提高高达 58%，而本项目涉

及到计算机视觉，属于典型的整数计算密集型应用，能获得较大的性能提升。 
2、 与 Intel Media SDK 整合紧密，视频/音频转码迅速。Intel Media SDK 是 Intel 官方

的音频/视频转码工具。而本项目中，设备端会实时采集图像并录制声音，传达给边缘端。

为了保障保障实时性，视频流需要进行编码，而编码效率对系统性能也具有较大影响。使

用 Intel Media SDK 大大提升了视频编解码性能。 
3、 Intel 超线程技术。超线程可以使处理器在同一时刻同时处理超过 CPU 核数的线

程数目，提高系统的并行性。本项目中大量使用 Publisher-Subscriber，生产者消费者等设

计模式，并且使用 Intel OpenMP、Intel Threading Block Builder 等并行计算优化工具，对多

线程的依赖性很强。超线程技术大大提升了多线程程序的性能。 
（2）HDDL-R8 神经网络加速卡 
HDDL-R8 搭载了八个 8 个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AI 视觉处理单元（VPU）。专为

低功耗机器提供高性能机器视觉处理。并且 HDDL-R8 可以便捷地与 Intel OpenVINO 整

合。我们充分利用 HDDL-R8 进行目标检测加速以及语音识别加速。 
（3）便携性、有效性强 

 
图 3 US-M5422 边缘服务器照片 

US-M5422 作为边缘基站设备，体积较小。且在本课题的研究方向上，硬件结构不复

杂，易于安装和配置，操作简单，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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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介绍 

 

2.1 系统功能 

2.1.1 开发目的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基于 US-M5422 开发一个智能导盲系统，在不同场景下，为用户

提供不同模式的导盲选项。在用户需要自由行走时，结合传感器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通

过震动马达和 3D 声音提示用户周围的障碍物及物品的方位和种类。在用户需要室内导航

时，结合避障数据和借助多机 SLAM 技术将最优行进方向实时反馈给用户。通过触觉和听

觉结合，为盲人提供一个内心的“虚拟世界”，让盲人了解哪些地方可以通过，周围有哪些

物品，物品分别在什么位置，便利盲人的生活。 
2.1.2 应用场景 
盲人只需手握智能拐杖，打开电源开关，并佩戴好导盲耳机，即可使用该系统。 
当盲人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行进时，系统提供了避障功能。盲人只需要手持智能

拐杖，拐杖自动探测盲人前方、上方、下方的障碍物情况，将障碍物情况通过震动反馈给

用户。 
同时，拐杖还会将周围可识别物品的种类和方向告知用户。用户佩戴耳机，当画面中

出现新的障碍物，智能拐杖将选取最明显的几个障碍物，通过 3D 声音告知用户障碍物的

种类。用户通过听到声音方向即可知道障碍物的位置。这样一是辅助用户做出避障的预

判，二是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周围环境，辅助用户定位自身的位置。 
当盲人在大型室内商场等环境下，或者尚未完全熟悉的公司、家庭等室内环境，系统

可在实时避障的基础上，提供室内导航。在已有环境地图的情况下，盲人只需说出目的

地，即可自动规划导航路线，并将路线通过 3D 声音和震动实时反馈给盲人，引领盲人行

动。在未知环境地图，或者环境地图不完整的情况下，在盲人探索方位的过程中，地图会

不断被增量更新。也就是说，当一个未知地图的地点已经被一位盲人走过，另一位盲人则

不必在做探索，因为系统已经在第一个人行动过程中获得到了这片区域的地图，并与已有

地图进行了拼接。 

2.2 系统特点 

（1）充分挖掘边缘算力，实现边缘智能 
传统的“云智能”服务模式下，数据需要从终端设备经由一些中间件，最终传输到云

服务器，再由云服务器完成计算后，回传到终端设备。 
 

 
这种做法具有一些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对于导盲系统而言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一

是实时性不够。数据之间的传输，具有时间延迟。导盲系统需要针对周围的环境——无论

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物体等，作出及时的响应，这样才能保证盲人的安全和使用体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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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宽不足。边缘设备产生的大量数据全部传输至云计算中心，将会给网络带宽造成极大

的压力。 
本项目采用“设备-边缘-云”模式。一部分数据直接在设备本地完成计算，一部分数据

在边缘端完成计算，还有一部分数据在云端完成计算。并且，在云端包含边缘端一切数据

的副本，在边缘端节点出现故障时，亦可快速从云端恢复数据。对于毫米波传感器的滤

波、决策等耗费算力较小的部分，直接在设备端完成。对于涉及到深度学习算法的目标检

测，以及 SLAM 实时建图与导航，则部署在边缘节点完成。对于全局地图的拼接，则部署

在云端完成。 
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首先，边缘设备处理了部分产生的临时数据，不再将所有数据

上传至云端，而只传输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大大减轻了网络带宽的压力，减少了对计算存

储资源的要求。其次，在靠近数据源端进行数据处理，能够大大地减少系统时延，提高服

务的响应时间。因而提升导盲安全性与用户体验。 
此外，本系统中，还充分运用了边缘计算的区域性。各个区域内的边缘服务器，仅仅

管辖该区域内的设备，这使得群体智能的挖掘成为可能。因为在导盲系统中，同一区域内

的地图相似且邻近。本系统中，当一个用户在一个区域内探索路径时，边缘节点将会将他

行进过程中的地图借助 SLAM 技术记录下来。另一个用户进入该区域，则该区域将已经包

含一个更完整的地图。并且，同一边缘节点内的地图有很大的概率具有相似部分。一旦两

个地图的相似部分超过一定阈值，则可将两个地图拼接起来构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地图。 
（2）性能充足，实时性强，可用性高 
系统按照设备-边缘基站-云的模式部署。导盲系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一切由设备端传

递到云端进行计算后等待返回数据显然会降低实时性。而将所有算力寄托于设备端，则会

造成设备端成本过大。同时，由于系统的导盲地图本身存在地域特性，每一片区域的地图

是不同的。如果将所有数据存储在云端每次都要去云端查询，则会有大量的冗余和浪费。

本项目在设备端和云端之间增加算力较强的边缘基站设备，在各个地区部署边缘基站，如

图像实时识别、语音实时识别、地图定位等计算设备端直接请求边缘基站完成，大大提升

系统性能和稳定性，以及对视频、传感器数据流处理的实时性。如果云端节点出现问题，

除了暂时无法进行多区域地图合并外，对实时避障与实时导航的主体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系统采用 C++开发，整合 Intel C++ Compiler，面向 Intel 处理器优化编译生成代码，以

及 OpenMP、Intel Threading Block 等并行计算组件，及 HDDL-R8 人工智能优化工具，充

分挖掘边缘设备算力，进一步提升性能。 
（3）部署容易，便携性强 
边缘基站设备基于竞赛官方提供的 Uzel US-M5422 边缘服务器设备，设备体积小巧，

模块耦合度低，拆装方便。所以边缘基站方便部署。 
而设备端则更加小巧。设备端使用树莓派 4B 结合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及一系列

传感器组成。设备端被安装在拐杖上，盲人可以方便地携带出行。并且，当系统形成产品

后，在更高的工艺上进行生产，可以在体积上做得更小，集成度上做得更大，甚至可以通

过精简无用的硬件，将此系统做成头盔或眼镜等。 
（4）功耗较低 
边缘基站本身功耗很低。边缘基站搭载 Intel Whiskey Lake-U 处理器，该处理器专门面

向物联网边缘设备设计，针对功耗具有专门优化。设备端控制单元采用树莓派 4B 开发，

外接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传感器等设备，这些设备本身集成度很高，并且面向物联

网设计，功耗均较低。 
（5）多传感器融合，避障导航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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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与传统的智能小车等避障需求不同，人在行进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方向的

障碍物，包括头顶、脚下等，同时人本身不一定能持续保持稳定。系统融合了 RGBD、毫

米波、超声波雷达，以及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综合决策，保障用户安全和使用体验。 
（6）智能性强 
系统在基于深度学习、视觉 SLAM 算法的个体智能基础上，充分发挥群体智能的作

用。当一位盲人走过一片区域，因为地图缺失、不完整等原因难以进行导航，而自行探索

并到达目的地的过程中，系统将会在其探索过程中建立周围区域的地图。当另一位盲人走

过相同的区域，就不会迷路了。随着走过的人越多，地图将愈发完善。各个区域部署的边

缘基站将存储区域的地图，而地图拼接与融合则在云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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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方案设计 

 

3.1 系统整体方案设计 

 
图 4 系统架构图 

系统整体由设备层、边缘基站层、云三层组成。边缘基站按照区域部署。比如，如果

需要在某一个城市部署我们的智能导盲系统，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小区、购物商场等区

域内部署导盲边缘基站，通过 WiFi 将设备与边缘基站通过局域网连接。这样，处于相同

区域的设备将连接到同一个边缘基站。而不同区域的各个边缘基站将连接到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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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备-边缘基站-云架构 

设备层：设备层是用户直接接触到的层次。设备被嵌入在我们开发制作的智能拐杖盒

中，并安装在智能拐杖上。设备内包含多个传感器以及两台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传

感器与深度相机数据由树莓派 4B 采集。对于毫米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数据的整合与

计算，由于主要用于用户端的实时避障，主要由树莓派 4B 完成。而 RealSense 深度相机承

担了地图建图、目标检测的作用，所以深度相机的图像数据被发送到强算力的边缘基站进

一步处理。设备通过语音输出以及震动马达将信息反馈给用户。语音信息在避障、导航时

均采用 3D 声场语音输出，让用户可以通过感知声音的方位了解环境情况和障碍物。而震

动马达将提示用户前侧、左侧、右侧、上侧、下侧的障碍物情况。 
边缘基站层：边缘基站层具有很强的边缘算力，能很好地起到提升系统实时性能、并

帮云服务器端分担负载、提升全局系统的可用性的作用。边缘基站层部署了 Intel 
OpenVINO 软件结合装载 6 个 Intel 视觉处理单元（VPU）的 Intel HDDL-R8 优化的 YOLO
目标检测模型。图像实时识别在系统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仅能辅助避障，更能提升

用户对环境的理解。而充分运用 Intel 提供的优化软硬件，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实时性能。此

外，盲人通过语音控制设备。目前，语音识别方案中，设备端的语音识别无论是在性能方

面还是精确度方面表现远远不如云端语音识别。但是，如果将语音识别算法部署在云端，

则实时响应速度将会大大降低。本系统将语音识别算法下沉到边缘端，充分挖掘边缘算

力，使用 Intel OpenVINO 优化后的 Kaldi 语音识别神经网络模型实现边缘端语音识别。 
云：在我们的系统中，云端主要用于处理地图的合并，实现充分利用群体智能。基站

需要针对设备端作实时处理，如果让基站同时再处理地图融合，则会降低整体的性能表

现。我们让基站定期上传地图至云端，云端定期运行地图融合，检测同一区域内可融合的

地图并将其融合。此外，因为地图的定期上传，云端将保留边缘端地图数据的副本。当有

边缘端节点损坏时，数据也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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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硬件方案设计 

3.2.1 传感器选择 
（1）RGBD 传感器（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 
普通的 RGB 图像仅包含每个像素位置的色彩信息。而深度图像（Depth Image）则包

含每个像素位置的深度信息。深度指的是目标物体到相机的距离。深度相机每一帧

（Frame）都可以获取到 RGB 图像和深度图像，合称为 RGBD 图像。目前，有双目视觉

（Stereo）、结构光（Structured-Light）、光飞行时间（TOF）法三种深度相机方案。 
双目视觉基于视差原理，从不同位置获取被测物体的两幅图像，通过计算图像对应点

位置的偏差，来获取物体的三维几何信息的方法。但是，虽然该算法硬件要求和成本低

（普通的 CMOS 相机即可），但是对环境光照非常敏感，夜晚完全无法正常使用，并且对

于缺乏纹理特征的场景会匹配失败。此外，该算法计算复杂度高，因为需要大量的计算机

视觉处理。而本项目中，对性能实时性要求较高，且盲人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行动，

所以双目视觉相机不合适。 
结构光深度相机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红外激光器，将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光线投射到

被拍摄的物体上。光线包含红外编码信息并投射到物体上。而相机还设有接收器，计算返

回的编码图案的畸变情况来获得深度信息。RealSense 是典型的结构光深度相机。 
结构光深度相机资源消耗和功耗都比较低，且精度较高，投射的红外光线属于主动光

源，即使无法获取 RGB 图像，也可以顺利获取深度图像，非常适合夜间导航。本项目中

就选择了该类深度相机。 
而还有 TOF 深度相机。此类相机测量距离很远，但是作为避障实现不需要这么远的测

量距离，而这个相机对设备要求很高、成本较高且资源消耗很大，不适合本项目。 
本项目使用了 Intel RealSense D435 深度相机。 

 

图 6 Intel RealSense D435 深度相机结构图 

几个重要参数： 

表 2 深度相机重要参数表 

参数 值 
最小深度距离 0.105 米 
深度视场 FOV 87°±3° × 58°±1° × 95°±3° 

RGB 传感器 FOV 69.4° × 42.5° × 77° (±3°) 
深度输出分辨率 最大 1280x720 
RGB 传感器分辨 1920x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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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深度图像帧率 90fps 
RGB 图像帧率 30fps 

尺寸 90mm*25mm*25mm 
（2）毫米波传感器 
毫米波传感器主要是通过 30-300GHz 频域的电磁波结合多普勒效应实时测量物品到发

射位置的距离。毫米波传感器能很好地弥补深度相机的一些缺点： 
a、 深度相机对于光线干扰较为敏感，而毫米波传感器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非常

强，抗干扰能力强。 
b、 深度相机对于一些运动物品难以准确实时地检测，比如当一个人跑向盲人时。而

毫米波传感器借助于多普勒效应实时测量运动物品的速度，可以充分辅助用户避开障碍。 
我们使用 HLR26 毫米波传感器进行运动物体的实时探测，以为用户提供信息。该传感

器的重要参数如下所示。 
表 3 毫米波传感器重要参数表 

参数 值 
频率 24GHz 

最大测量距离 6.3m 
FOV 水平 70 度，竖直方向 116 度 
尺寸 33*30*6mm 

但是，毫米波传感器对于静止物品的测量效果不理想。所以，仍然是用深度相机作为

主传感器，毫米波传感器起到辅助作用。 
（3）超声波传感器 

在该系统中，我们将超声波传感器用于用户上方的障碍物探测。一般来讲，人体上方

的障碍物都比较规整（如天花板等），且都是静态物体。不需要采用复杂的检测方案。而

深度相机 FOV 有限，无法留意到正上方区域的情况。所以我们使用超声波传感器 AJ-
SR04K。 

超声波传感器通过获取超声波发出的时间戳和超声波被目标物体反射回到原位的时间

戳之差，来获取目标物体到自身的距离。 
我们使用的超声波传感器重要参数如下所示。 

表 4 超声波传感器重要参数表 

参数 值 
最近量程 5cm 
最远量程 8m 
测量角度 75 度 
分辨率 约 2mm 
尺寸 41.3*28.5*23mm 

（4）IMU 传感器 
本项目中，为了更准确地测量一些信息，我们需要使用 IMU（惯性测量单元）传感

器。比如，毫米波雷达测量出了前方物体的相对速度，但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断起运动情

况，还需要抵消掉设备本身对地速度。这时就使用到了 IMU。此外，在地图建图和导航

时，为了获得相机的位姿，也需要 IMU 信息。 
本项目选用了九轴 IMU，可以测量加速度、角加速度、欧拉角、磁场。型号为

BWT901CL。重要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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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IMU 传感器重要参数表 

参数 值 
分辨率 加速度：0.0005g，陀螺仪：0.61 度/s 
角度精度 静态 0.05 度，动态 0.1 度 
输出频率 0.2Hz～200Hz 

量程 
加速度：+-16g 

陀螺仪：+=2000 度/s 
角度：X、Z 轴 +-180 度，Y 轴+-90 度 

尺寸 51mm*36mm*15mm 
3.2.2 硬件框图 
设备端的硬件框图如下图所示。 

,

 

图 7 设备端硬件框图 

设备端由树莓派 4B 作为主控板。设备端的硬件除了主控板之外，分为三个部

分。一是传感器部分。Intel RealSense 通过 USB3.0 和树莓派 4B 连接。其余传感器通

过 UART 串口和 Raspberry Pi 4B 连接。事实上树莓派 4B 上仅有一个 UART 串口。所

以在实际实现时，我们使用一个 USB-Hub 与三个 USB 转 UART 串口转换器实现这三

个传感器的连接。第二部分是交互输出部分，主要用于将信息反馈给用户。这里通过

多个 GPIO 端口连接并控制震动马达阵列。此外，耳机通过 Raspberry Pi 4B 内置的音

频输出接口连接。第三个部分是用户指令输入用的音频采集部分。设备本身没有提供

音频输入的硬件，所以通过麦克风连接到外置声卡，由 USB3.0 与主控板连接。 
边缘端的硬件结构较为简单。仅一台包含 Intel WL-U 和 HDDL-R8 的 Uzel US-

M5422 边缘服务器。这里不再赘述。 
震动马达阵列的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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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震动马达阵列 

4 号震动马达用于指示正上方的障碍物。2、1、3 分别指示用户前方左侧、中间、

右侧的障碍物情况。而 6、5、7 分别之时用户下方左侧、中间、右侧的障碍物情况。 

3.3 系统软件方案设计 

系统分为设备层、边缘层、云。下面分别描述这三个层次部分的总体软件架构。 

3.3.1 设备端软件架构设计 
在自由行走模式下，软件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9 自由行走模式下，软件架构图 

每一个传感器使用一个类描述，都包含一个监听（listen）方法，以及 callbacks 属
性。listen 方法内部是一个无限循环，不断尝试从传感器抓取指定字节数的数据帧。为

了降低 CPU 的负载以及线程上下文切换开销，每次抓取完毕都会有一段很小的、阻塞

当前线程的延时。而 callbacks 指的是所有订阅（Subscribe）该传感器发布（Publish）
信息的订阅者。“订阅者”使用回调函数来描述。当一个数据帧被成功获得，listen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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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会自动调用 callbacks 里面的所有函数，并将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传入。每一个传感

器的 listen 过程将独占一个线程（Thread）。 
每一个传感器都有不同的频率。毫米波传感器具有最快频率，而 RGBD 相机内部

需要运算，频率稍慢一些。我们综合考虑了我们系统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为了安全起

见，只要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比如毫米波传感器检测到前方有人跑过

来，而此时 RGBD 相机还没有检测到，或者因为跑动速度比较快难以检测到），我们

就认定该方向存在障碍物。所以对于各个传感器获得的信息，我们不作时间戳同步

（Synchronize）处理，而是直接给每个传感器一个独立的决策模块，每一个决策模块

直接连接到反馈控制模块（如震动模块或者语音提示模块）。IMU 较为特殊，因为毫

米波传感器的决策依赖于当前的 IMU 信息。我们在毫米波的决策模块增加一个状态变

量记录当前的 IMU 信息。在 IMU 的监听线程中实时更新毫米波决策模块的 IMU 状态

变量。 
RGBD 图像除了本地的计算外，还会被实时传递给边缘服务器。边缘服务器将监

听一个端口专门处理客户端用户 RGBD 目标检测分析的连接。具体的数据传输方式在

下文中有详细描述。对于分析完毕的数据，将传递给设备端的协调器模块，该模块调

用物品名称文字与 3D 声音生成模块，并通过 3D 声音反馈给用户。 
在实时导航模式下，情况将略微发生一些变化。 

	
图 10 实时导航模式下，软件架构图 

实时导航模式下，主要的区别在于，生成的局部地图不会直接将障碍物信息通过

震动马达反馈，而是会将用户的前进方向通过震动马达传递给用户。而用户的前进方

向，是在 SLAM 全局地图上规划出的下一步的行进方向，外加针对现场环境，针对局

部地图层面数据的修正。比如，全局地图规划出的方向为 45 度方位前进，但是，在现

实环境中，45 度前方多出了一个障碍物。这时，综合决策器会进行方位修正，取离 45
度最近的一个无障碍物方向反馈给用户。 

路径规划结果和物品方位/种类数据将从边缘服务器以数据流的形式出统一传达到

设备端的协调器，协调器将两种返回数据拆分，将物品方位/种类数据通过 3D 声音提

示，将全局路径规划结果传入路径规划综合决策模块，使其结合实时环境障碍物数据

辅助规划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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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边缘端软件架构设计 

 
图 11 边缘端软件架构图 

设备端的 RGBD 视频流被实时传输到边缘基站。边缘基站由目标检测模块、语音

识别模块和地图与规划模块构成。 
在自由行走模式下，客户端将 RGBD 视频流输入 Uzel US-M5422 边缘基站，边缘

基站将通过 Intel OpenVINO 以及 HDDL-R8 加速后的 YOLO 图像实时检测识别算法实

时识别图像，获取视频帧中的障碍物、物体名称以及方向。然后边缘基站会将目标检

测结果传递给设备端的协调器。 
当用户在边缘端发起“需要导航到某地”的语音识别指令，语音音频流被上传至边

缘基站，基站设备将使用 Kaldi 语音识别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语音识别。对识别的结果

进行模式匹配之后，如果是用户请求导航的指令，首先通知设备端协调器，使设备同

步进入导航模式。然后，边缘端将针对发起指令的终端启动 SLAM 线程，终端实时上

传的视频流会被同步到 SLAM 线程中实时解算相机位姿与地图位置，在定位成功后，

根据用户的目的地，规划全局路径。并将路径实时反馈到设备端协调器。 
3.3.3 云端软件架构设计 

云端软件架构相对单一。边缘基站将地图实时上传至云端，云端定期保存地图数

据作为副本。当某个边缘节点出现问题，数据可以快速从云端恢复。此外，云端会定

期对边缘基站上传的地图中的可合并地图进行融合。当多个用户经过同一块地方，该

区域的地图将更加完善，充分发挥群体智能的价值。 
3.3.4 人机交互方案设计 

作为一个导盲系统，赋予盲人良好的使用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有

许多盲人都有使用手杖的习惯。盲人习惯拿手杖去探测前方的障碍物。但是使用手杖

去戳障碍物的方式，一是对于形状不规则的障碍物很难探查到，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大大降低行动效率。二是如果前方是人或者一些重要的物体，容易引起一些危险。使

用我们的导盲系统，即可在不接触的、距离可控的情况下同时探测到各个不同方向的

障碍物。此外，我们的系统也设计在拐杖上，充分利用盲人触觉敏锐的特点。并且盲

人使用我们的系统完全不会增加学习成本。 
此外，仅仅提供避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让盲人在内心建立周围的“虚拟世界“，

我们还利用盲人同样敏锐的听觉。我们通过 3D 声音提示盲人物品的种类和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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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声音是利用双声道音量差与时间差来模拟不同方位的声音。用户可以感受到声

音的方向。这样，用户即可了解周围物品的种类。为了防止在周围物品特别多时，用

户接收到过多的信息，我们作如下处理： 
（1） 对于同一种类的物品，在一段时间间隔内只播报一次。 
（2） 如果同一种类的物品在连续多个画面内出现，保证只会播报一次。也就是

说，当一个物品在前几帧没有出现过，而在这一帧出现了，才会进行播报。 

3.3.5 设备-边缘基站以及边缘基站-云的数据传输方案设计 
设备和边缘基站之间，采用 Wi-Fi 传输数据。设备和边缘基站处于同一局域网

内。由于设备和边缘基站之间，主要用于传输深度相机视频流，我们使用 RTMP（实

时消息传输协议）传输视频流。在设备端，视频流通过 Intel Media SDK 编码，通过

RTMP 传输到边缘端，再在边缘端对视频流解码，加快传输速度。而边缘基站和云之

间，主要将 MQTT 协议进行地图（SLAM 关键帧）数据的传输。 

 

图 12 数据传输方案图 

MQTT 协议中，云服务器将订阅一个特定的 MQTT Topic，边缘基站层作为

MQTT Publisher，向该 Topic 中定期地、分块地传入二进制地图数据。云端作为该

Topic 的 Subscriber，每当新的二进制地图数据进入，则会将其存储到本地。并定期执

行地图融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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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实现 

 

4.1 多传感器局部避障的实现 
这里主要说明各个传感器的决策方式。系统包含下列传感器： 
（1） 前方 RGBD 传感器（Intel RealSense） 

用于实时探测前方物品，了解前方的障碍物情况。此外，该传感器数据需要以视

频流传输给边缘端作进一步处理。 
（2） 下方 RGBD 传感器（Intel RealSense） 

用于实时探测下方的物品，了解下方的障碍物情况。 
（3） 毫米波传感器 

用于实时探测前方的运动物品，作为对于前方 RGBD 传感器的一个有力补充。 
（4） 超声波传感器 

用于探测用户上方的障碍物。 
前方和下方的 RGBD 传感器主要用于实时探测前方、下方的障碍物情况。主要流

程如下所示。 

 
图 13 前方、下方障碍物探测核心流程 

首先，通过 RGBD 传感器获取深度图像视频帧。深度图像（Depth image）是一种

单通道图像，的每一个像素位置存放一个 16 位无符号整数，该整数是距离缩放

depth_scale（可从传感器参数获得）之后的距离值，表示相机到该点的距离。而如果

某一个像素位置处没有物体，则该位置处的距离值为 0。 
在获取点云数据时，由于设备精度，环境因素以及电磁波衍射特性等原因，会出

现噪声。此外，有一些点不符合项目的要求，也需要滤除。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滤波

技术先对点云滤波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本项目中，使用了下列方式对深度相机中获取的点云数据进行滤波。首先是直通

滤波。对于深度超过避障检测距离阈值（目前设置为 3m）的点直接去除，对于高度超

过一定阈值，或者高度低于一定阈值的点也直接去除。然后采用统计滤波器，当某处

的点云小于某个密度，则点云无效。实现时，计算每个点到其周围最近的 K个点的距

离平均值。去除平均值在指定的标准范围之外的点。 

这里下方的 RGBD 传感器会有一些变化。由于面向下方的 RGBD 传感器和水平面有

一定夹角，而地面一定会被探测到，如果按照 3m 设定，则地图中全是障碍物点了。所

以需要仔细计算深度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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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下方物品避障参数计算示意图 

如果需要对下方高度为 h 以上的物品避障，假设相机的偏转角度为𝜃。则容易计

算出深度上限为
!"#
$%&'

，其中 H 表示拐杖距离地面的距离。 

滤波之后，即可获取点云投影。因为我们在平面地图上进行计算，不需要高度信

息，于是直接将 y 坐标去除。对于每个点(𝑥, 𝑦, 𝑑𝑒𝑝𝑡ℎ)，将其映射到(𝑥, [𝑑𝑒𝑝𝑡ℎ ×
𝑠𝑐𝑎𝑙𝑒]),其中 scale 可以控制分辨率，[]表示下取整。本项目中我们使用 OpenCV 的矩阵

Mat 存储滤波后的点云投影，作为局部避障用的平面地图。将我们将映射到的所有点

像素值全部设置为 255，而未被映射的点像素值设置为 0。映射到的点显然是障碍物上

的点，而未被映射到的点则为无障碍物点。 
然后，为了更好地避障，我们需要对图像进行膨胀处理。膨胀的效果是使得障碍

物看起来膨胀了一圈，将边界充分包围进去，从而在规划时可以尽量防止用户撞到障

碍物的边界。在 OpenCV 中，已经内置相关的函数实现图像膨胀、腐蚀等处理。 
之后，需要进行角度采样。我们假设人体的运动模型是直线运动模型，从相机位

置开始，放射出 n 条不同方向的射线作为采样射线，其中 n 表示采样射线的数目。对

于每一条采样射线，我们考察上面有多少个障碍物点。对于每一条采样射线，我们按

照上面障碍物点和总点数的比值来将采样射线分为可行射线和不可行射线。 
角度采样结束后，根据角度采样结果生成控制信息。由于有三个震动马达，所以

将用户面前的 180 度区域分成0°～60°，60°～120°，120°～180°三个区域，对于每个

区域，计算该区域内可行采样射线的条数与总采样射线条数的比值。如果占比低于阈

值，则该区域对应的震动马达需要产生震动。 
毫米波雷达用于检测用户面前的运动物体。对于一些运动物体，深度相机不能很

好地检测到。一旦检测到用户面前有物体在移动，毫米波传感器可以准确地输出物体

的速度。 
当毫米波雷达检测出物体距离较近且速度较快时，将通过语音和振动提示用户停

止前进。 
当毫米波雷达检测出物体距离较远，系统会依据毫米波雷达输出的速度向量，按

照匀速直线运动模型预测物体的运动轨迹，并让运动轨迹方向对应的震动马达震动。 
超声波传感器检测上方物体的逻辑较为简单。一般情况下上方是没有障碍物的。

将超声波传感器对着上方，大部分情况下检测不到物品。而当上方有天花板等障碍物

时，超声波传感器将会检测到物品。所以当超声波传感器能够测距成功（检测到物

品）时，则控制上方震动马达震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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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 YOLO 的实时目标检测实现 
目标检测指的是对于给定的图像（或视频帧），求的图像中所有可识别对象的(x, 

y, w, h)，分别代表中心点横纵坐标、宽度和高度。 
当图像只存在一个主体对象，且占用面积较大，即可考虑使用传统的 CNN 进行

图像识别。但是，当图像中存在多个对象的时候，单靠朴素的 CNN 作图像分类是没

有意义的。 
传统的目标检测是 Region-based 方法，意在先通过计算机图形学或机器学习手段

获得图片中存在哪些 Bounding box，然后针对每一个 Bounding box 进行朴素的 CNN
图像分类。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设定几十种不同尺寸的滑动窗口，针对每一个滑动窗

口进行图像分类处理。但这些做法需要扫描图像数遍，运算量太大。 
YOLO 是一种 Region-free 的方法，又被称为单阶段（1-stage）模型。首先，

YOLO 算法将图像切分为 SxS 的网格。 

 
图 15 将图片拆分成 SxS 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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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针对每一个网格，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输出一个向量，该向量包含 B 个(x, y, 
h, w, c)，此外还包含一个 One-hot 编码后的分类，表示这个网格内的物体分类。上面

的向量中，c 表示置信度，(x, y, h, w)表示这个网格内的五个 Bounding box 的位置和大

小。这意味着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出向量维数是𝑆((5𝐵 + 𝑁)，N 表示类别标签数量。置

信度的计算方式如式 1 所示。 
𝑐 = 𝑃)(𝑜) ∙ 𝐼𝑂𝑈*)+*#

,)-.（式 1） 
Pr 表示这个网格内有没有物体被检测到，如果没有则置信度就为 0。如果有物体

被检测到，那么 Pr 值就为 1。而 IOU 表示实际的 Bounding box 和预测的 Bounding 
box 的交并比。交并比是表示两个矩形区域的面积交和面积并之比，可以很好地衡量

两个矩形区域的相似程度。 

 

图 16 上述模型检测出的 Bounding box 结果 

图 16 中的方框表示分别求 Bounding box 之后的结果。如果按照这样的 Bounding box
作为结果显然不行。 

我们往往采用 NMS（非极大值抑制）算法将多余的 Bounding box 去除。NMS 的核心

思想是，对于两个 Bounding box A 和 B，如果 A、B 类别不同或者 A 和 B 不相交则都保

留。如果存在相交部分，则保留 A 和 B 中置信度较大的那一个 Bounding box。在进行了

NMS 处理之后，外加一些附加处理，最后将得到目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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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 采用卷积网络来提取特征，使用全连接层来得到预测值。网络结构参考

GoogLeNet 模型，包含 24 个卷积层和 2 个全连接层，如图 4-4 所示。在本项目中，为

了简 化模型，我们采用了一种轻量级的 YOLO，其仅使用 9 个卷积层，并且卷积层中使

用更少的 卷积核。YOLO 的算法简单，实时性高，但是也存在一定缺点。在上文所述的

一个单元格内，存在多个目标对象需检测时，YOLO 的算法只能选择一个来进行训练，使

得其他目标可能检测不出，所以 YOLO 对群体出现的小目标物体检测较差。  

 

图 17 YOLO 网络结构图 

YOLO 网络结构层次较为复杂。尽管 YOLO 本身实时性较强，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性

能，我们充分运用 Intel HDDL-R8 AI 加速卡以及 Intel OpenVINO Toolkit 来优化模型计

算。在后面的系统优化部分会详细介绍优化方式。 
4.3 对 ORB-SLAM 视觉 SLAM 技术的应用与改进 
在我们的系统中，导航也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导航主要使用 SLAM 技术实现。 

4.3.1 ORB-SLAM 技术的简介与缺陷 
SLAM 是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的缩写。其定义为将一个机器人放入未知的环境，

能使得机器人一边移动一边逐步描绘出完整的环境地图的方式。视觉 SLAM 技术指的是以

视觉信息（RGBD 传感器/双目相机传感器/单目相机传感器等等）为主实现上述技术的方

式。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设计了导航功能，而导航的重要前提是实现定位并且获得用户

面相的方位。在陌生的商场等室内环境下，使用 GPS 定位非常不现实，而使用 Zigbee 定

位或者 WiFi 定位的方案又很不成熟。而 SLAM 可以较好地解决室内定位的问题。那么我

们主要使用 SLAM 的“即时定位”特性，通过相机视野范围内的图像，结合地图关键帧对

比，在地图上确定盲人当前的方位和朝向，以进行进一步决策。而当场景本身地图不存在

或者不完整的情况下，当一位盲人走过的时候，SLAM 的建图特性使得地图可以持续地被

增量更新。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位盲人走过类似区域之后，将会获得完整的地图。并且基

于地图的方法，相似区域的地图关键帧即可使用算法合并。 
ORB-SLAM 是一套学术界有名的 SLAM 框架。融合了 SLAM 的各种成熟技术。并

且，代码使用 C++编写，模块间耦合度低，划分清晰，便于根据自身需求作修改和完善，

可扩展性很强。本项目充分运用 ORB-SLAM 技术的优点，而通过一些改进弥补了 ORB-
SLAM 框架的缺点。 

ORB-SLAM 是基于图像 ORB 特征的 SLAM 算法。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特征指的是基于图像中的关键点创建的特征向量，这些特征向量可以用来识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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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的对象。是对 FAST 和 BRIEF 算法的结合。FAST 算法用来查找图像中的关键点，而

BRIEF 算法用来从这些点构建特征向量。 
FAST 算法用于查找图像的特征点。FAST 的原理较为简单，特征点就是图像中的“异

类”点。 

 
图 18 FAST 算法示意图 

FAST 遍历图像中的所有像素点。对于一个像素点 P，像素值为 p，考虑周围到它的距

离为定值（预设）的 16 个像素点，每个像素点按照高于 p，小于 p，或者和 p 接近（绝对

值之差少于某个预设值）。如果 P 周围存在连续 8 个以上的相连像素，不接近 P 处的像素

值，则将 P 作为特征点。根据这些特征点的定义可以看着，这些特征点可以非常好地反应

图像物体边缘位置。而边缘位置是识别物体的关键。 
下一步是通过 BRIEF 算法将特征点转换为特征向量。BREIF 将构造二元特征向量，也

就是一个各个维度的值都是 0 或 1 的特征向量，是 128～512 位的字符串。 
BRIEF 在对图像进行高斯模糊处理（使其变得平滑）之后，对于一个关键点 P，在其

附近（一个以其为中心，预设大小的矩形）区域内随机选择一对像素。然后比较这两个像

素的亮度，如果第一个像素亮度更大，则将该点处的特征向量的第一个位设置为 1，否则

设置为 0。然后重复上述操作指定次数 K 次，对每个点即可构造出一个 K 维特征向量。这

个特征向量被称为该点的“特征描述子（Feature Descriptor） 
在两个图像中，对于第一个图像中的 P 点和第二个图像中的 Q 点，如果 P 和 Q 之间

的特征向量夹角比较小，则可以说明 P 和 Q 是匹配点。即可实现特征匹配。在真实的

ORB 算法中，FAST 和 BRIEF 经过优化，使得对于旋转和缩放，特征向量具有不变性（具

体原理这里不再描述）。 
所以，ORB 手段可以很好地应对盲人行走过程中相机晃动等情况。盲人显然不像智能

小车等较为稳定的设备，盲人在行走时相机会出现更大的晃动。而 ORB 算法对于旋转和

缩放，对各个像素点位置特征向量变化影响不大。这是本项目选择基于 ORB 算法的 ORB-
SLAM 框架的重要考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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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 特征点法是 ORB-SLAM 的基石。在此基础上，ORB-SLAM 主要有三大块、三个

流程（以三个不同的线程运作）。 

 

图 17 ORB-SLAM 总体架构图 

第一部分是跟踪（Tracking）。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图像中提取 ORB 特征，然后，通过

和上一帧之间的特征匹配进行姿态估计，然后通过一些优化手段进一步优化位姿信息，根

据一些规则确定新的关键帧。 
第二部分是建图（Local Mapping），这一部分主要使用于构建地图，验证最近生成的

特征点并进行筛选。 
第三部分是闭环检测（Loop Closing）。闭环检测是 SLAM 算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位姿、特征点图本身都存在误差，随着相机不断运动，误差会不断累积。而消除误差最好

的方式就是闭环检测。所谓闭环就是当相机见到之前来过的相似场景，则说明路径形成回

环。闭环检测是消除误差的最好方式。SLAM 分为闭环探测和闭环矫正两个部分。闭环探

测首先使用 DBoW2 探测，然后通过 Sim3 算法计算相似变换。 
虽然 ORB-SLAM 具有很多优势，但是他的缺陷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ORB-SLAM 是

基于特征点匹配的 SLAM 方法。这意味着 ORB-SLAM 无法生成稠密导航地图。我们尝试

过高翔博士的 ORB-SLAM With PointCloud 修补，但是直接加入深度图像形成的 PointCloud
虽然是稠密点云图，但是仍然无法生成稠密导航地图。因为稠密点云图中噪声过大。 

此外，ORB-SLAM 具有不断旋转时容易丢帧的缺陷。当丢帧之后，ORB-SLAM2 有时

会无法继续建图。这个主要是在建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定位时，有时丢帧并没有特别大

的影响。而建图时，一旦因为一些原因丢帧，环境地图有时将无法继续构建，对导航有一

定影响。这个缺陷的解决方案我们仍在研究中。 
最后，ORB-SLAM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图结构比较复杂（由点云、关键帧等多

个不同的部分构成），却没有提供保存和重用地图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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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ORB-SLAM 改进：从稀疏点云地图生成稠密导航地图的算法原理 
我们参考了一些资料，尝试对 ORB-SLAM 算法做了一些改进。第一个改进是生成稠

密导航地图的方法。考虑到性能和部署的便捷性等问题，我们没有使用 ROS，因此目前也

没有使用 octomap 等地图插件。 
导航地图的核心是障碍物和非障碍物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系统避障不是依赖 SLAM，

而是依赖于当前用户所处环境的在线避障方式，所以导航只需要规划一条大致路线。因

此，我们只需要定义两种点：可通过点和不可通过点。障碍物点和未探索的点统一被称为

不可通过点。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点云集合保存稠密地图。在 C++中，我们使用 std::set<point>来定义

可通过点集合。如果一个点在集合内，则说明该点是可通过点（通常情况下，可通过点的

数量会比不可通过点少，只存储可通过点可节省空间）。 
当一个新的 SLAM 关键帧（KeyFrame）产生时，ORB-SLAM 会向我们提供相机的位

姿信息。ORB-SLAM 提供的位姿信息为 Tcw 矩阵,同时提供了旋转和平移变换信息。格式

如式 2 所示。 
[𝑅/0 𝑀/0]（式 2） 

其中，R 和 M 分别代表旋转和平移矩阵。 
再假设 Tcw 矩阵表示世界坐标系到相机坐标系的转化，Mcw 表示世界坐标系到相机

坐标系需要做的平移变换矩阵。我们需要获得相机在地图上的坐标，也就是需要获得相机

坐标系到世界坐标系的平移矩阵 Mwc。我们忽略高度信息，只需要保留 Twc 矩阵第一行

的第一个元素，表示横坐标，以及 Twc 矩阵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表示深度即可。 
而 Twc 矩阵和 Tcw 矩阵之间的转化方式比较复杂，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逆矩阵关系。

假设路标点的坐标为𝑃，相机坐标为𝑃/，则根据坐标变换公式，得到式 3： 
𝑃 = 𝑅0/𝑃/ +𝑀0/（式 3） 

其中，Rwc 表示世界坐标系下的旋转矩阵。 
然后，如果反过来，可以得到式 4： 

𝑃/ = 𝑅/0𝑃 +𝑀/0（式 4） 
将两式联立，可得到式 5： 

𝑃 = 𝐸𝑃 + 𝑅0/𝑀/0 +𝑀0/（式 5） 
对式 5 进行化简，可以得到式 6： 

𝑀0/ = −𝑅0/𝑀/0 = −𝑅/01 𝑀/0（式 6） 
这样即可知道相机在地图平面中的位置。 
同时，ORB-SLAM 还会向我们提供当前关键帧内特征点的方位。我们不需要使用每一

帧来考虑地图情况。因为关键帧已经包含了所有地图信息。对于地图中的所有特征点，我

们从当前相机位置开始，向这些特征点发射光线（体现在几何图形中，就是相机向特征点

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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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光线”示意图 

对于每一条“光线”，因为光线的终点是特征点，根据之前所说的特征点的求法，特征

点一般表示两个物体或者部分之间的分界线。所以，在当前关键帧的中，我们可以认为，

光线“照射”到一个特征点之间的所有点，在本关键帧内都是可以通行的点。于是，我们将

每一条光线（除了终点）上的点的“可通行度”加一。然后，我们还可以断定特征点本身一

定是一个障碍物上的点。于是我们将特征点处的“不可通行度”加一。然后，在每一次即算

完成后，统计每一个点的“可通行度”和“不可通行度”，若两者的比值超过一定的阈值，则

说明可通行。而如果可通行度为 0，则也说明不可通行（未探索点）。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于，点云每个点都是整数点。如果通过直线方程来拟合这些整

数点，来获得两点之间直线经过的格点，浮点运算造成的误差会大大降低结果的精确性。

这里我们使用计算机图形学中的 Bresenham 画线算法来获得两个整数点之间的线段经过的

整数点。 
通过这种方法构造稠密地图，一开始地图仅有一些放射状的射线构成。但是随着用户

的行进，地图的各个部分将会逐渐被补充完整。最后，对地图使用一个高斯核进行滤波处

理，降低噪声即可。这种做法是对于 ORB-SLAM 本身缺乏稠密地图的一个改进。 

4.4 基于启发式搜索和局部贪心的路径规划算法原理 
在导航模式下，除了要实现在之前自由行走模式下的多传感器避障以外，我们不再给

用户提供前方“哪里有障碍物”的信息，而是直接为用户提供前方“往哪里走”的信息。 
通过 SLAM，我们可以获得下列信息： 

1、 当前环境的地图信息 
2、 相机在地图中的位置 

 
图 19 当前位置、障碍物、终点例图 

我们首先从当前点开始规划一条到终点的“地图中可行”路径（这条路径的目的是为了

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而避障是通过局部贪心实现的）。这涉及到全局路线规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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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路径规划算法有 Dijkstra 等，甚至最朴素的宽度优先遍历都可以解决该问题。

然而，如果使用宽度优先遍历，会有很多浪费。具体体现在，如图所示，圆点是起始点，

终点在右上角处。如果按照宽度优先遍历的顺序访问，则首先会访问圆点周围一圈的点，

然后会在往外扩展一圈，以此类推。实际上，圆点左下角的那些部分点完全是没有必要访

问的。在导盲地图系统中，有大量的点都是不可行或者未探索到的，所以针对这些完全没

有必要访问的点是需要考虑优化掉的。 
A*算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该问题。A*使用以点到终点的曼哈顿距离作为关键字的优先队

列，优先访问曼哈顿距离较小的点。最先访问到终点对应的路径就是最后结果。此外，为

了避免局部最优解的问题，需要结合 Dijkstra 算法的想法，记录起点到当前点的最短路

dist[u]，每一次拓展到其他点时更新其他点的最短路情况，并且优先队列的关键字，也即

是 A*算法的估价函数应该被设置为式 7。 
ℎ(𝑢) = 𝑑𝑖𝑠𝑡[𝑢] + 𝑑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𝑢, 𝑡)（式 7） 

其中 t 表示终点，distance 表示曼哈顿距离。 
环境是多变的，我们无法完全按照全局路径规划结果行事。现实的障碍物情况可能出

现变化。 

 
图 20 实时局部地图与全局地图融合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局部地图和全局地图结合。如图所示，红线表示边缘端 SLAM
规划出的全局路径。O 表示当前点的位置。扇形表示局部地图的视场范围。视场范围最远

点和规划路径的交点将记为当前的局部目标。如图所示，O 点位置的局部目标为 X。然

后，局部规划器发现如果按照直线 OX 走，会遇到蓝色的障碍物，于是，局部规划器尝试

找没有障碍物，又与 OX 夹角最小的方向，这里是绿线 Y 对应方向作为当前行进方向，并

反馈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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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优化 

 

5.1 Intel C++ Compiler 的应用 
本项目完全使用 C++开发。GCC、Clang 等 C++编译器具有很好的跨平台性，可以在

不同的平台上将代码编译到不同平台的指令。但是，跨平台性对性能有一定的牺牲。Intel 
C++ Compiler 完全面向 Intel CPU 设计，可以更好地利用 Intel CPU 的多核性能以及内置的

技术来提升程序性能。此外，对本项目最有价值的优势有： 
（1） 具有强编译优化能力。特别是自动向量化优化、SIMD 优化、循环和内存变

换优化方面。本项目大量使用矩阵运算，矩阵往往存储在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域中。比如在

进行矩阵乘法等操作时，完全符合 SIMD 优化的条件，编译器优化后即可实现一次性将多

个元素存入向量寄存器，并且在一个指令周期中完成这些元素的内积操作，大大加快矩阵

乘法运算。所以 Intel C++ Compiler 能够充分提升矩阵运算性能，在本项目中意义重大。 
（2） 使用最新的 Intel OpenMP 并行计算模型。本项目中大量使用 OpenMP 并行计

算进行优化。 
5.2 超线程、OpenMP 与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s 的整合应用 

超线程技术是利用一些特殊的硬件指令，把两个逻辑内核模拟成两个物理

芯片，让单个处理器都能使用线程级并行计算，进而兼容多线程操作系统和软

件，减少了 CPU 的闲置时间，提高的 CPU 的运行效率。 
使用超线程技术，将获得更大的可并行性。本项目中，无论是设备端还是

边缘基站端均依赖于多线程处理。在设备端，每个传感器数据获取程序独占一

个线程，分析和控制部分各自独占线程；在边缘基站端，ORB-SLAM 的

Tracking、LoopClosing、LocalMapping 各占一个线程，稠密地图重建独占一个

线程，YOLO 实时计算又独占一个线程，此外还有一些客户端连接产生的线程

等等。 
Intel OpenMP 更加面向局部考虑。在一个串行程序中，有一些指令是可以

并行计算的。Intel OpenMP 用于在自动在串行应用中找出何处能够有效实施并

行。Intel OpenMP 被 Intel C++ Compiler 完善地支持。 
下面这一段是本项目中使用 OpenMP 并行化之前的代码。这段代码是在

local_map 类中的，用于生成采样方向，并计算在该方向上有多少个点是障碍物

点。可以发现，对于每一个采样方向，计算都是独立的，不访问任何共享资

源，也不存在临界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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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并行化之前的方向采样代码 

如果人为创建线程，需要考虑线程的数目。如果创建的过多，一是过多线

程无法实现真正的并行，二是线程上下文切换耗费时间较大。如果创建的过

少，则 CPU 算力利用的不充分。而 OpenMP 会根据当前系统资源情况自动决定

最优的线程个数，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销毁。 
我们的目的是将该循环并行化。实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使用一条

Pragma 编译注解，即可实现循环自动并行化。 

 
图 22 OpenMP 并行化之后的方向采样代码 

我们在需要自动并行化的循环之前增加一条编译注解#pragma omp parallel 
for，OpenMP 将自动对该循环进行并行化处理。在我们的系统的许多部分，都

利用 OpenMP 进行并行加速优化。 
此外，我们还使用了 Intel Thread Building Blocks (TBB)进行并行优化。

TBB 是一套 C++模板库，使得用户不必关注于线程，而是任务本身。TBB 可以

灵活地适合不同的多核平台，跨平台性很强。 
在本项目中，首先运用 TBB 的地方是一些需要保证线程安全的容器。因为

C++标准库中的一些容器（比如 vector）本身不是线程安全的。当并发地写入

时，可能会造成问题。而 TBB 提供了线程安全的 concurrent_vector。 
第二个运用之处是 TBB 内置的 parallel 系列函数，简化并行计算实现。如

图是 YOLO 目标检测部分的过滤部分的未优化版本。该部分首先对检测到的

Bounding box 按照置信度（Confidence）排序。然后（按照置信度从大到小）遍

历每一个 Bounding box。对于某一个 Bounding box，查找比它的置信度小的所

有 Bounding box。然后，借助于非极大值抑制（NMS）的思想，如果存在置信

度比它小并且和它的交并比比较大的 Bounding box，则将该 Bounding box 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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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未并行化的 YOLO 的非极大值抑制（NMS）过程 

这一段程序具有可优化性。尽管最终检测出来的目标不会太多，但是刚使

用 CNN 检测出的 Bounding box 会非常多。所以这个二重循环的耗时比较大。

事实上，尽管外层的循环难以并行处理，内层循环完全可以并行计算。 
这里我们使用 Intel TBB 库优化后的代码如下。 
只需要将内层循环改写成一个重载()之后的类： 

 
图 24 worker 核心处理部分代码 

该类核心为对于()的运算符重载。传入 blocked_range，表示该 worker 的运

算范围。因为 TBB 的 parallel_for 本质上是将 l 到 r 循环按照一些算法拆分成很

多段，每一段分配给一个 worker，并行工作。 
然后使用一句 parallel_for 即可并行化处理，进行非极大值抑制操作。 

 
图 25 并行化后的 NMS 操作代码 

TBB 还有很多并行计算辅助模板，比如 parallel_reduce 模板、parallel_scan
等等，对本项目起到了较大的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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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 Intel OpenVINO 与 Intel HDDL-R8 AI 加速卡提升 YOLO 性能 
OpenVINO 主要用于加快神经网络的推理（Inference）。OpenVINO 主要用于在边缘

端部署 CNN-based 深度学习推理。 
使用 OpenVINO 引擎推理之前，需要在算力较强的设备上训练好 CNN 模型。这里，

我们使用了 Tensorflow 的 OpenVINO 模型，以及 YOLO 官方预训练好的模型权重。 
通过 OpenVINO Model Optimizer，我们获得了 Tensorflow OpenVINO 模型转换生成的

IR（中间表示）。IR 是神经网络的一种存储方式，完全与硬件无关，只取决于神经网络的

架构。IR 中包含 Weights（权重）和 Biases（误差）。 

 
图 26 普通的神经网络推理架构与 OpenVINO 推理架构对比 

HDDL-R8 是 Intel AI 加速卡。主要基于 Intel 视觉处理单元（VPU）实现。所以，我们

首先安装 VPU 的相关驱动程序。之后安装 HDDL 相关依赖项即可。HDDL 作为一个服务

hddldaemon 驻守在后台。Inference Engine 检测到 HDDL 加速卡服务之后，将会利用加速

卡算力进行神经网络推理。我们不需要做更多额外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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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统测试 

 

6.1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的各项参数表如下表所示。测试平台分为边缘端和设备端。边缘段使用竞赛

官方提供的 Uzel US-M5422 边缘服务器。 
表 6 测试平台边缘端的各项参数指标 

配置 性能参数 
CPU Intel WL-U I3 8145UE 
内存 4GB DDR4L 
AI 卡 HDDL-R8 

固态硬盘 500G M.2 2280 
开发环境 CLion 

 
 

 
图 27 边缘服务器 

而设备端使用 Raspberry PI 4B 作为测试平台。此外，按照前文所述的方式连接外设。

由于设备和成本等问题，我们在实际开发中，使用一个毫米波传感器来探测上下方的障碍

物（因为毫米波可以穿透绝缘物体，毫米波传感器的外壳不影响其探测上方、下方的障碍

物）。并且使用一个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进行前方导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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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终端设备 

图中，中心部分为 Raspberry PI 4B，周围连接了一台 RealSense 深度相机，通过 GPIO
口连接到 7 个震动马达，并且通过 USB 转串口线连接到毫米波传感器。 

截至提交作品设计报告时，我们尚未对设备端硬件进行包装。在后面的实际演示中，

我们将使用外壳包装设备端硬件，使其使用更加便捷、外观更加美观。 
6.2 功能测试 

6.2.1 实时导盲效果测试 
下面测试在自由行走模式下，实时导盲效果。 
 

 

图 29 测试者手持导盲设备 
如图，测试者左手持主机和深度相机，右手持附加的毫米波传感器。测试这的前方有

一堵墙作为障碍物，下方有一个椅子作为障碍物。为了方便文档展示，震动模块暂不安

装，我们制作了可视化震动模块情况的测试工具，安置在设备端。此时，测试工具显示界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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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测试可视化界面 

左下角的窗口显示深度相机视野内的图像，右边的窗口是深度相机视野内的局部地

图，白色表示存在障碍物，黑色表示不存在障碍物。蓝色、绿色的线是采样轨迹，绿色表

示该轨迹可行。左上角的窗口与震动马达提示一一对应，白色表示不震动，绿色表示震

动，震动位置即代表存在障碍物的方向。深度相机无法检测到图中的下方障碍——椅子，

该椅子由毫米波传感器成功检测到，在震动马达的可视化图中，最后一行即表示下方的障

碍情况。 
上方障碍物的检测类似于下方，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看出，实时导盲模式可以很好地辅助用户检测面前、下方，以及上方的障碍物情

况。 
6.2.2 实时目标检测效果测试 
当场景为如图 31 的视频帧时， 

 
图 31 桌面场景 

输出为图所示。 

 
图 32 桌面场景检测输出 

这里为了便于在文档中展示，直接输出了物品的三维坐标。实际上，如前文所述，我

们会使用 3D 声音提醒用户物体的方位。我们基于 FMOD 库实现 3D 声音，我们只需要向

FMOD 库传入模拟声源的方位，即可在耳机中为用户播放带有方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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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的格式中，第一个维度表示声音相对人正前方的左、右位置。可以看出，键盘相

对人正前方偏左，鼠标和笔记本电脑偏右，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第二个维度表示深

度。这里的深度均接近 0，因为这些物体水平方向上都很接近用户。如果存在更远的物

品，则会出现更大的深度。用户也能从声音中感知到。第三个维度表示竖直位置，告知用

户物体的上下方位。 
当场景为如图 33 的视频帧时， 

 

图 33 场景 2 
输出为， 

 
图 34 场景 2 目标物体坐标 

这里物品坐标中，明显看出两个瓶子相对笔记本电脑到用户的距离更远。用户在 3D
声音中可辨识出。 

从上述测试过程可以看出，我们的系统除了基于震动的“触觉信号“为用户提供基本的

避障导盲，更可以将周围有哪些物品，甚至每一个物品在什么位置通过音频的“听觉信号”
反馈给用户，使用户结合触觉、听觉多感官了解周围环境。 
6.2.3 实时建图效果测试 
实时地图构建与导航是该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导航模式下，本系统会基于地图实

现导航，并且当用户到达陌生区域，系统也将会自动随着用户的探索与行走建立该区域的

地图，方便下一位到达该区域的用户。 
本系统借助 ORB-SLAM 框架获得实时稀疏点云图，并借助我们提出的算法将稀疏图

转换为稠密点云图。 
这里，为了更好的测试效果，我们选用了 KITTI 数据集。KITTI 数据集是国际上最大

的计算机视觉算法评测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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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KITTI 数据集（选帧） 

我们使用 KITTI-02 数据集作为实时建图测试数据集。该数据集由车载摄像头完成采

集。比起人为行走采集路径更长，遇到的障碍更多，更能考察建图的算法鲁棒性与稳定

性。 
ORB-SLAM 是我们使用的基础框架。使用 ORB-SLAM 生成的局部稀疏点云图如图所

示。 

 
图 36 仅仅使用 ORB-SLAM 生成的稀疏特征点云图 

可以发现点云图很稀疏，完全无法用作导航。在我们提出的转换算法下，点云图被转

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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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本系统转换出的稠密地图 

上图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地图。红色方块位置为当前相机的位置。可以发现，在我们基

于关键帧点与 Bresenham 算法的转换下，可以构建稠密地图，大大提升了路径规划的准确

性。 

 
图 37 路径规划结果 

上图中，我们在生成的稠密地图上运行基于 A*的路径规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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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性能测试与结果分析 
在边缘基站上，最消耗算力的两个程序模块分别为目标检测模块以及地图与导航模

块。我们目前主要针对目标检测模块进行了性能分析。 
目标检测模块的核心是深度学习。本项目充分利用 HDDL 加速器进行神经网络性能优

化，大大降低 CPU 使用率与目标检测帧率。 
（1）帧率 
在未使用 HDDL，而是使用 CPU 作为神经网络推理硬件的情况下，视频的帧率为

11fps。在使用 HDDL 后，视频的帧率提升至 34fps。识别速度提升了数倍。这说明 HDDL
加速器可以有效地优化神经网络推理效率，提升系统实时性。 

（2）CPU 使用情况与 Hotspot 分析 
我们使用 Intel VTune Profiler 以及 Ubuntu 系统内置的资源监视器进行分析。下面的实

验中，我们均只启动目标检测线程，关闭其他（如实时建图）线程。 
在未使用 HDDL 时，进程的 CPU 使用率如图所示。 

 
图 38 未使用 HDDL 情况下，进程的 CPU 使用情况 

可以发现，目标检测的线程本身已经占据了 50%的 CPU。 
而使用 HDDL 时，在仅仅启动目标检测的情况下，进程的 CPU 使用率如图所示。 

 

图 39 使用 HDDL 情况下，进程的 CPU 使用情况 
 

可以发现，计算被转移到 VPU 上完成了。本应该被目标检测线程占用的 CPU 被空余

了出来。使得实时建图等线程的运行更有效率，提升系统的实时性。 
此外，我们还使用 Intel VTune Profiler 分析了热点函数。VTune Profiler 显示，在未使

用 HDDL 时，热点函数检测结果如图 40 所示。 

 
图 40 未使用 HDDL 时热点函数检测结果截图 

虽然其中一些函数未知，但是可以发现大部分属于 libMKLDNNPlugin.so。根据动态链

接库的名称即可猜测该库是基于 Intel Math Kernel Library 的神经网络计算库。这些计算占

用的 CPU 时间较多，消耗 CPU 资源较大。 
而启用 HDDL 后，检测到的热点函数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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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使用 HDDL 时热点函数检测结果截图 
可以发现，之前的 DNN 相关函数已经没有了。这进一步验证了使用 HDDL VPU 后，

神经网络的计算被迁移到了 VPU 硬件设备，节省了 CPU 资源。 
（3） 全局性能分析 

 
图 42 多核 CPU 利用率图 

Intel VTune Profiler 提供了多核 CPU 利用率的统计图，如图 42 所示，表示每一类并行

计算的核数对应的总 CPU 时间。可以发现，本系统中在 4 个处理器上，大部分情况下都只

利用了 2 核。有很多操作可以进一步挖掘其并行性，并借助 Intel TBB、OpenMP 等并行计

算库优化。这是本系统中一个可以充分改进的地方，我们会在后续对此重点进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