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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动口罩机器人 

 

摘要 
 

目前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得到较好控制，复工复学，恢复市场工作正在进行。在恢复过程中，

预防疫情再次爆发仍是首位。本项目设计目的在于为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区域（如超市、地铁站

等）提供无人口罩监管、发放的智能机器人系统，方便管理者对区域的管理。 

本项目设计的智能机器人，通过 Intel 提供的硬件平台搭建所需要的计算机视觉处理环

境，在硬件平台上运行实时的图像采集，对图像进行人体检测、口罩识别、人体跟踪的视觉算

法处理；通过树莓派进行多路传感器（包括视觉平台）的数据处理、逻辑控制以及管理员云联

系；通过 STM32 进行机器人各机械结构（电机、舵机、语音模块等）的控制；通过麦克纳姆轮

底盘做到机器人的全方位移动。在这些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项目设计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完成

自主巡航、未戴口罩行人检测、未戴口罩行人跟踪、语音提醒发放口罩以及管理员云管理等功

能。 

本项目设计的智能机器人在国内现阶段就可以得到较广的使用，不仅可以捐赠政府帮助

政府管理公共场合，还可以出售给私人企业。本项目既有市场前景，也有预防新冠疫情再度爆

发的作用。日前全球新冠疫情仍是处于严重期，无人监管系统显得更加有效，并且对管理者而

言也更加安全，本项目可以得到更大的应用。 

 

关键词：COVID-19，麦克纳姆轮底盘，嵌入式系统开发，人体识别，人体跟踪，口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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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OBILE MASK ROBOT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new crown epidemic has been well controlled, and work and school are 

resumed, and the work of restoring the market is in progres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preventing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s still the first priority. The desig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an 
intelligent robot system for unmanned mask supervision and distribution for public areas with a large 
flow of people (such as supermarkets, subway stations, etc.) to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area 
by managers. 

The intelligent robot designed in this project builds the required computer vision process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hardware platform provided by Intel, runs real-time image acquisition on the 
hardware platform, and performs visual algorithm processing of human detection, mask recognition, 
and human tracking on the image; through the tree The Raspberry Pi performs data processing, logic 
control and administrator cloud contact for multiple sensors (including the vision platform); controls 
the robot's mechanical structures (motors, steering gears, voice modules, etc.) through STM32; uses 
Mecanum wheel chassis To the omni-directional movement of the robot. On the basis of these 
technical solutions, the intelligent robot designed in this project can complete functions such as 
autonomous cruise, detection of pedestrians without masks, tracking of pedestrians without masks, 
voice reminders to issue masks, and administrator cloud management. 

The intelligent robot designed in this project can be widely used in China at this stage. It can not 
only donate to the government to help the government manage public places, but also can be sold to 
private companies. It has both market prospects and prevents the new crown epidemic from recurr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project can be more widely used. The global new crown epidemic is 
still in a severe stage recently, and the unmanned supervision system is more effective and safer for 
managers. 

 
Key words: COVID-19, mecanum wheels chassis, embedded system development, human body 
recognition, human body tracking, mask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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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简介 

 
今年的新冠肺炎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经过几个月的全民抗疫，疫情得到

了控制。复工复学等恢复工程持续展开，但展开过程中同时要注意诸多繁琐的安全措施，比

如公共场合佩戴好口罩。我们设计本项目的目的是利用智能机器人技术来方便管理者高效

管理指定区域，维护人们的健康。为了替代繁琐的人力操作，我们决定引入人工智能来辅助

处理。 

人工智能技术始于上世纪中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已在社会各个领

域得到广泛的运用。随着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技术有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热

潮，在图像识别、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瞩目的突破。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结合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广泛出现。智能机器人

可以很好的适应复杂场景下工作，通过环境感知、定位导航、机器视觉还有高效的处理器可

以完成复杂多样的任务。 

目前而言，国内已经进入后疫情阶段，虽然二次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在公共场合佩

戴口罩还是必要的，本项目机器人主要用于车站、地铁站、超市等室内人流量较大、场地较

大且需要佩带口罩的场合。本项目目前还没有先例，针对此类场合的商用机器人大多是对过

往行人的体温进行检测，或者是固定的销售口罩商店，上述两者均无法自动提醒行人佩戴口

罩，还需要人为的提醒，占用人力资源。我们小组将口罩机放在可以移动的机器人上,机器

人会自动全天候寻找没有佩戴口罩的行人，发放口罩，提醒行人佩戴口罩，可以十分有效得

减少人力资源。 

 

1.1 实地调研 

在后疫情时段，虽然在中国，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已越来越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病毒

不会再次小规模爆发，在群众集聚地戴好口罩仍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最近又迎来新的返校开学之日，学校人口急剧上升，在广场、地铁站等人口流量中等，

但地域广大的地区，要让每个人戴好口罩显得较为困难，不但要设置较多的监督人员，而且

每个监督人员都需要随身携带大量口罩供那些没有佩戴口罩行人及时使用，这更加加大了负

担。 
我们的调研目标主要为本校在校学生及家长，以及参赛队员及队员同学部分家乡地区。

经过实地调查，学校广场、师生服务中心、超市等场合虽然有严格的外围管控，但是在内部

仍存在未戴口罩的现象。我们以发放问卷以及当面采访询问在校学生以及部分家长，可以得

知有 53%的同学以及 74%的家长，对学校的口罩管理上有不满意的地方，虽然学校在我们

返校后发放了大量口罩，并且在一些场合安排了管理人员，但人流较多的地方很难做到完全

管控，管理人员也无法做到 24 小时全天候监督。 
在学校之外，不同地区的管理程度也不同。但是经过调查，可以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菜市场、超市、地铁站采用的都是人工检查，而且多数人对这一做法并不认可（经

过调查大多数的人认为人工检查针对未戴口罩者只能提醒警示，或是让其离开（容易形成冲

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方便行人和管理者）。 
我们设计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人员的投入，而且可以实时、长时

间、专注于检测行人。相对于人工巡检而言，我们设计的自动巡检机器人拥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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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背景 

1.2.1 激光雷达原理 

激光雷达是激光探测及测距系统的简称，指以发射激光束探测目标的位置、速度等特征

量的雷达系统。激光问世后的第二年，即 1961 年，科学家就提出了激光雷达的设想，并就

其开展了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激光雷达技术飞速发展，从开始最简单的激光测距技术，逐

步发展了激光跟踪、激光测速、激光扫描成像、激光多普勒成像等技术，不同用途的激光雷

达也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如精密跟踪激光雷达、侦测激光雷达、水下激光雷达等，从而使激

光雷达成为一类具有多种功能的系统。 
RPLIDAR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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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测距过程中，RPLIDAR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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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LIDAR A1 的
视觉采集系统接受。经过嵌入在 RPLIDAR A1 内部的 DSP 处理器实时解算，被照射到的目

标物体与 RPLIDAR A1 的距离值以及当前的夹角信息将从通讯接口中输出。 

 
图表 1 激光雷达原理 

在电机机构的驱动下 RPLIDAR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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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 激光雷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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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器人采用的是 RPLIDAR A1 360 度激光扫描测距雷达，其是由 SLAMTEC 公司开

发的低成本二维激光雷达(LIDAR)解决方案。它可以实现在二维平面的 12 米半径范围内

（A1M8-R4 及以前型号可实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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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云地图信息可用于地图测绘、机器人定位导航、物体

/环境建模等实际应用中。在将采样周期设为 1450 点采样/周的条件下，RPLIDAR 扫描频率

达 5.5hz，并且最高可达 10hz 的扫描频率。RPLIDAR 采用由 SLAMTEC 研发的低成本的激

光三角测距系统，在各种室内环境以及无日光直接照射的室外环境下均表现出色。 
 
1.2.2 麦克纳姆轮运动学分析 

麦克纳姆轮的设计是实现小车在全方位移动的一种特殊规格的轮子。毂轮和轮辐之间的

夹角通常为 45 度，理论上可在 0-90 度之间都是成立的。Bengt Ilon 在 1973 在 Mecanum AB 
公司工作期间发明了这种轮子，顾俗称麦克纳姆轮。在美国海军买了 Ilon 专利，并把研究人

员在上世纪 80 年代进行这项工作巴拿马城。美国海军已经用它的周围船舶运输的物品。1997
年，Airtrax 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各支付了美国海军权利$ 2,500 的技术，包括电机和控

制器是如何工作的旧图纸，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叉车，可以在狭小的空间机动的甲板上，如航

母。这些车辆现在已经投入生产。 
以 O-长方形的安装方式为例，四个轮子的着地点形成一个矩形。正运动学模型（forward 

kinematic model）将得到一系列公式，让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轮子的速度，计算出底盘的运动

状态；而逆运动学模型（inverse kinematic model）得到的公式则是可以根据底盘的运动状态

解算出四个轮子的速度。需要注意的是，底盘的运动可以用三个独立变量来描述：X 轴平动、

Y 轴平动、yaw 轴自转；而四个麦轮的速度也是由四个独立的电机提供的。所以四个麦轮的

合理速度是存在某种约束关系的，逆运动学可以得到唯一解，而正运动学中不符合这个约束

关系的方程将无解。 

 
图表 3 麦克纳姆轮运动 

刚体在平面内的运动可以分解为三个独立分量：X 轴平动、Y 轴平动、yaw 轴自转。如

下图所示，底盘的运动也可以分解为三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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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速度分解 

𝑉𝑉𝑡𝑡𝑥𝑥表示 X 轴运动的速度，即左右方向，定义向右为正；𝑉𝑉𝑡𝑡𝑦𝑦表示 Y 轴运动的速度，即

前后方向，定义向前为正；
𝜔𝜔
→表示 yaw 轴自转的角速度，定义逆时针为正。以上三个量一

般都视为四个轮子的几何中心（矩形的对角线交点）的速度。 
经过运动分解可以得到四个麦轮的转速为： 

 

⎩
⎪
⎨

⎪
⎧
𝑣𝑣𝑤𝑤1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𝑤𝑤2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𝑤𝑤3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𝑣𝑣𝑤𝑤4 = 𝑣𝑣𝑡𝑡𝑦𝑦 + 𝑣𝑣𝑡𝑡𝑥𝑥 + 𝜔𝜔(𝑎𝑎 + 𝑏𝑏)

 (1-1) 

 
1.2.3 PID控制原理 

1932 年出生在瑞典后来移民美国的奈奎斯特（H• Nyquist）发表了论文，采用图形的方

法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在其基础上伯德（H• W• Bode）等人建立了一套在频域范围设计

反馈放大器的方法。这套方法，后来也用于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与此同时，反馈控

制原理开始应用于工业过程中。1936 年英国的考伦德（A• Callender）和斯蒂文森（A• 
Stevenson）等人给出了 PID 控制器的方法。PID 控制是在自动控制技术中占有非常重要地

位的控制方法。 
PID 控制器是一种线性控制器，它根据给定值 r(t)与实际输出值 c(t)构成偏差：e(t)=r(t)-

c(t)。将偏差的比例(P)、积分(I)和微分(D)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受控对象进行控制。

其控制规律为： 

𝑢𝑢(𝑡𝑡) = 𝐾𝐾𝑝𝑝 �𝑒𝑒(𝑡𝑡) +
1
𝑇𝑇𝑖𝑖
� 𝑒𝑒(𝑡𝑡)𝑑𝑑𝑡𝑡
𝑡𝑡

0
+ 𝑇𝑇𝑑𝑑

𝑑𝑑𝑒𝑒(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 

   = 𝐾𝐾𝑝𝑝𝑒𝑒(𝑡𝑡) + 𝐾𝐾𝑖𝑖 ∫ 𝑒𝑒(𝑡𝑡)𝑑𝑑𝑡𝑡𝑡𝑡
0 + 𝐾𝐾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1-2) 

传递函数为 

 𝐺𝐺(𝑠𝑠) = 𝑈𝑈(𝑠𝑠)
𝐸𝐸(𝑠𝑠) = 𝐾𝐾𝑝𝑝 �1 + 1

𝑇𝑇𝑖𝑖𝑠𝑠
+ 𝑇𝑇𝑑𝑑𝑠𝑠� = 𝐾𝐾𝑝𝑝 + 𝐾𝐾𝑖𝑖

1
𝑠𝑠

+ 𝐾𝐾𝑑𝑑𝑠𝑠 (1-3) 

式中，Kp 为比例系数，Ti 为积分时间常数，Td 为微分时间常数；Ki=Kp/Ti，为积分系

数；Kd=Kp*Td，为微分系数。 
PID 控制器各校正环节的作用如下： 
比例环节：即时成比例地反应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 e(t)，偏差一旦产生，控制器立即产

生控制作用以减小误差。当偏差 e=0 时，控制作用也为 0。因此，比例控制是基于偏差进行

调节的，即有差调节。 
积分环节：能对误差进行记忆，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作用的强

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 Ti，Ti 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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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环节：能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值变得太大之前，

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小调节时间。 
从时间的角度讲，比例作用是针对系统当前误差进行控制，积分作用则针对系统误差的

历史，而微分作用则反映了系统误差的变化趋势，这三者的组合是“过去、现在、未来”的

完美结合。 
本工程使用增量式 PID 控制。增量式 PID 控制主要是通过求出增量，将原先的积分环

节的累积作用进行了替换，避免积分环节占用大量计算性能和存储空间。 
增量式 PID 控制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 

(1) 算式中不需要累加。控制增量Δu（k）的确定仅与最近 3 次的采样值有关，容易通过加

权处理获得比较好的控制效果； 
(2) 计算机每次只输出控制增量，即对应执行机构位置的变化量，故机器发生故障时影响范

围小、不会严重影响生产过程； 
(3) 手动—自动切换时冲击小。当控制从手动向自动切换时，可以作到无扰动切换。 

由上式可推导出增量式 PID 公式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𝐾𝐾𝑝𝑝[𝑒𝑒(𝑘𝑘)− 𝑒𝑒(𝑘𝑘 − 1)] + 𝐾𝐾𝑖𝑖 ∗ 𝑒𝑒(𝑘𝑘) 

           +𝐾𝐾𝑑𝑑[𝑒𝑒(𝑘𝑘)− 2𝑒𝑒(𝑘𝑘 − 1) + 𝑒𝑒(𝑘𝑘 − 2)] (1-4) 
其中 e(k)代表本次偏差，e(k-1)代表上一次的偏差以此类推，pwm 代表增量输出。 
 
1.2.4 人体检测原理 

人体检测算法采用 Yolov3 网络模型。YOLO（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是 Joseph Redmon 和 Ali Farhadi 等人于 2015 年提出的基于单个神经网络

的目标检测系统，是一个可以一次性预测多个 Box 位置和类别的卷积神经网络，能够实现

端到端的目标检测和识别，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事实上，目标检测的本质就是回归，

因此一个实现回归功能的 CNN 并不需要复杂的设计过程。YOLO 没有选择滑动窗口（silding 
window）或提取 proposal 的方式训练网络，而是直接选用整图训练模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可以更好的区分目标和背景区域，相比之下，采用 proposal 训练方式的 Fast-R-CNN 常常把

背景区域误检为特定目标。 
本项目中采用的是 Version 3 版本，Yolov3 在先前 v1、v2 的基础上有了较多的提升。 
多尺度检测（类 FPN）：9 种尺度的先验框 Yolov3 沿用了 Yolov2 的多尺度先验框，总

共聚类出 9 种尺寸的先验框。在 COCO 数据集这 9 个先验框是：(10x13)，(16x30)，(33x23)，
(30x61)，(62x45)，(59x119)，(116x90)，(156x198)，(373x326)。 

分配上，在最小的 13*13 特征图上（有最大的感受野）应用较大的先验框(116x90)，
(156x198)，(373x326)，适合检测较大的对象。中等的 26*26 特征图上（中等感受野）应用

中等的先验框(30x61)，(62x45)，(59x119)，适合检测中等大小的对象。较大的 52*52 特征图

上（较小的感受野）应用较小的先验框(10x13)，(16x30)，(33x23)，适合检测较小的对象。

针对这一点，之前考虑过使用 Yolov3-Tiny 模型来进行人体检测，但是 Yolov3-Tiny 模型对

小尺度以及人类肢体的检测准确度很低，而我们的方案种对人体的检测需要较高的准确性，

所以我们选择牺牲一定的算法速度来获得较高的精确度。 
Yolov3 人体检测算法在通过加速后可以达到 3~4FPS，准确度较高，可以之间检测出视

野种的人体（包括人类肢体），所以即使行人的部分肢体离出视野，我们的算法仍旧可以对

该行人进行跟踪。虽然由于运行帧率较低，无法用在单独的跟踪算法上，但是后文种会提到，

我们可以通过算法调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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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口罩检测原理 

caffe 口罩佩戴检测模型： 
我们的口罩检测算法调用了 caffe 框架，整个网络模型的设计参考了相应的开源

API(https://github.com/AIZOOTech/FaceMaskDetection)，主要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以及更

低的消耗。 
网络模型介绍：该网络模型使用了 SSD 类型的架构，在不折损太多精度的前提下，尽

可能的对模型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只有 101.5 万个参数）。模型的输入大小为 260*260，主干

网络只有 8 个卷积层，加上定位和分类层后，一共只有 24 个层。该网络模型由于轻量化，

所以对资源的消耗较小，但相应的精度也会降低，主要体现在针对不同颜色的口罩的精度各

有不同，其中针对白色口罩的精度最高，其次是无法识别有较大倾角的人脸，但是对于我们

本次的项目来说，这两个问题造成的影响十分小。 
 
1.2.6 多尺度目标跟踪算法原理 

KCF-DSST 目标跟踪算法： 
目前成熟的目标跟踪算法较多，但是在本项目种我们使用 KCF-DSST 算法，主要借助

于 KCF 高速跟踪以及 DSST 多尺度跟踪的优势。 

第1~t帧视频序列

提取目标HOG特征

岭回归分类器

定位目标

是否为

最后一帧
模型更新

训练

结束

是

否

 
图表 5 KCF算法流程 

 
KCF 算法全称 Kernel Correlation Filter 核相关滤波算法，在 2014 年由 Joao F. Henriques, 

Rui Caseiro, Pedro Martins, and Jorge Batista 提出，该算法在跟踪效果和速度上都有很好的表

现。KCF 算法逻辑： 
(1) 在第一帧图像中确定目标的位置。 
(2) 用第一帧目标训练岭回归分类器，对目标提取出 HOG 特征，在得到滤波模板。 
(3) 后续帧的图像输入，同样对目标提取 HOG 特征，用分类器得到响应图。 
(4) 根据响应图的峰值确定目标运动偏差，找到当前帧的目标位置。 
(5) 对目标框进行更新。 

但是 KCF 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大部分目标跟踪算法而言，目标框的初始大小都为固

定的，当目标离摄像头的距离发生较大改变时（比如本项目中机器人应当是不断接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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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会超出开始选定的目标框，导致原始信息的丢失，跟踪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 KCF
算法的基础上，我们又引入了 DSST 算法。DSST 算法分为位置滤波器（Translation Filter）
和尺度滤波器（Scale Filter）。一般的滤波算法中的跟踪框都是固定大小的，并不会随目标尺

寸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在接近目标是容易丢失目标的部分信息，在远离目标时，

随目标在跟踪框中变小而掺杂如大量的背景信息，造成多余的算法消耗和降低算法的准确

度。 
DSST 算法可以在跟踪过程中对目标的尺度变化进行预测，可以提高跟踪算法对距离变

化物体跟踪的精度和鲁棒性。我们的机器人需要对行人进行追踪，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行人目

标与摄像头之间的距离变化。所以目标框的尺度变换在跟踪算法中显得尤为重要。 
DSST 算法逻辑： 
位置估计： 

(1) 根据上一次的目标位置和尺度从当前图像提取样本 
(2) 计算位置响应 
(3) 根据位置响应的最大值将对应的位置设为目标当前的位置 

尺度估计： 
(1) 根据当前目标的位置和上一次目标的，从当前图像中提取样本 
(2) 计算尺度响应 
(3) 根据尺度响应的最大值将对应的尺度设为目标当前的尺度 

模型更新： 
(1) 根据之前计算出的目标当前位置和当前尺度从当前图像中提取样本 
(2) 更新响应的参数 

 
1.2.7 OpenVINO工具集 

OpenVINO 工具集是 Intel 在 2018 年推出的方便开发者在物联网上轻松布局 AI 模型的

工具集，包括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包（DLDT），可快速部署模拟人类视觉的应用程序和解决方

案。该工具包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可扩展英特尔硬件的计算机视觉（CV）工作负载，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  
OpenVINO 作用： 

(1) 在边缘启用基于 CNN 的深度学习推理 
(2) 支持跨英特尔 CPU，英特尔集成显卡，英特尔 FPGA，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

计算棒，英特尔神经计算棒 2 和采用英特尔 MovidiusVPU 的英特尔视觉加速器设计的

异构执行 
(3) 通过易于使用的计算机视觉功能库和预优化的内核，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4) 包括针对计算机视觉标准的优化调用，包括 OpenCV *，OpenCL 和 OpenVX* 

我们使用 OpenVINO 工具集的优势有很多，OpenVINO 作为一个 Pipeline 工具集，可以

同时兼容各种开源框架训练好的模型，比如这次用到的 yolov3 转 TensorFlow 框架和 caffe 框
架，通过 OpenVINO 模型优化器将训练好的模型统一转换为 OpenVINO 框架，这样不需要

在运行环境下同时配置 TensorFlow 和 caffe 两种框架，只需要配置好相应的 OpenVINO 模型

即可。 
在模型优化过程中 OpenVINO 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深度学习推理套件（DLDT），该套件

可以将训练好的模型进行线上部署，除此之外，套件还包含了大量工具包，比如我们这次用

到的图像处理工具包 OpenCV。 
DLDT 套件分为两个部分——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推理引擎（Inference 

Engine），模型优化器在之前就已经线下进行模型转换，主要就是将多种开源框架（比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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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到的 TensorFlow、Caffe）转换为可以被推理引擎调用的 IR 中间表达格式（.bin .xml）。
IR 中间文件方便了我们跨平台跨语言的开发，我们的开发环境为 Linux（Ubuntu 18.04），整

套视觉算法的开发由 python 完成。 
OpenVINO的推理引擎提供了大量供我们调用的API，主要流程为装载处理器的插件库、

读取网络结构和权重、配置输入和输出参数、装载模型、创建推理请求、准备输入 Data、推

理、处理结果。推理引擎提供了 C\C++以及 python 的 API，本项目使用 python 版本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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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方案 

 

2.1 硬件框图 

电机

分电板

电池1

DCDC1

DCDC2

舵机

STM32主控板

语音模块

树莓派
25V

12V

12V 5V
5V

5V

12V

5V 电池2

DCDC3

Intel硬件平台

25V

12V

 

图表 6 硬件供电框图 

供电方面主要采用两块电池分别给嵌入式系统和 Intel 硬件平台供电，第一块电池经过

分电板和 DCDC 后提供各自需要的电压给各个子模块，第二块电池经过专门的 DCDC 后

直接给 Intel 硬件平台提供所需的稳定电源 

2.2 软件流程图 

 

任务启动

初始化

角度环

是否出现目标

距离环

直线前进

距离目标是否

小于500mm

旋转180度

跟踪结束发放口罩

否

是

是

否
 

图表 7 软件粗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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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软件部分主要是根据接收到的视觉数据（行人是否佩戴口罩，行人距离机器人角

度等），进行逻辑控制，判断应该进行直线巡航操作还是进行跟踪操作，分别进入不同的流

程中处理。如果发现没戴口罩的目标，机器人就会通过角度环和距离环跟踪行人，到达行人

附近会语音提示行人佩戴口罩并控制舵机打开口罩机弹出一个口罩。 
 

2.3 总体设计方案 

2.3.1 硬件设计 

智能口罩机器人要求可以检测行人佩戴口罩，自主前往并且提醒行人佩戴口罩，因此选

择机械小车作为平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根据实际功能，机械平台应能满足以下功能： 
表格 1 硬件设计需求 

编号 功能需求 目的 
1 摄像头视角需要达到 90~120 度，角度向上 获得良好视野 
2 激光雷达前方无车体遮挡 方便测距，进行避障 
3 陀螺仪固定稳定 准确读取机器人角度 
4 Intel 硬件平台固定稳定 保护硬件平台 
5 车身承重大，结构强度高 支撑保护众多硬件 
6 全方位转向，行驶平稳 方便跟踪避障 
7 口罩储存分发装置 分发口罩 

 
2.3.2 软件程序设计 

机器人的软件程序是最重要的部分，重中之重的视觉识别部分放在英特尔硬件平台上，

嵌入式逻辑控制放在树莓派和 stm32 上。 
其中视觉识别应满足以下功能： 

表格 2 视觉设计需求 

编号 功能需求 
1 能够稳定识别人体 
2 能够准确识别人是否佩戴好口罩 
3 能够稳定跟踪行走的行人 
4 能够持续保持实时传出视觉信息 

 
嵌入式部分应满足以下功能： 

表格 3 嵌入式设计需求 

编号 功能需求 
1 能够获取机器人当前的姿态 
2 能够测量机器人距离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3 能够驱动电机舵机等底层硬件 
4 能够及时获取电池电量和口罩剩余量信息并提醒管理员 
5 能够播放语音提醒行人佩戴口罩 
6 使机器人前方始终对准目标行人 
7 能够快速稳定地跟踪目标行人 
8 能够与各个子模块进行良好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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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案设计原理 

2.4.1 硬件设计 

2.4.1.1 机械结构设计 

针对以上要求，我们拟定为摄像头单独做一个支架，放在小车的顶端，使为摄像头提供

广阔的视角，对于激光雷达则布置在小车的前端，并且在激光雷达后方使用螺丝固定。我们

将陀螺仪固定在小车的下方位置，由于靠近底板，所以震动不是很明显，尽可能使陀螺仪参

数测量准确，由于 intel 硬件平台体积大，重量高，因此专门设计一层平台放置硬件平台，

并且通过特殊位置的螺柱限制位置。小车整体上采用金属结构作为主体框架保证结构强度，

对于支撑面等面积较大但不是称重部位采用碳纤维板或者环氧板材料，对于口罩装置部分则

采用 3D 打印件降低重量。小车拟采用麦克纳姆轮的结构，这样小车可以全向移动，方便避

障，但麦克纳姆轮不可避免的会引入抖动，因此还需要额外的驱动措施。口罩装置设计成类

似于滚筒的结构，方便操控。 
由于采用麦克纳姆轮作为小车的轮子，随着麦克纳姆轮的转动不可避免的会引入一定的

抖动，并且在斜上方或者斜下方移动式更为显著，小车底板的微小抖动随着支撑柱往上方传

递，是小车的上层结构抖动十分厉害，使摄像头无法正产运行识别，所以小车平台应满足一

下的防抖要求。 
（1）可以为摄像头提供较为稳定的平台，使摄像头可以正常识别。 
（2）改善由于麦克纳姆轮引起的小车抖动，使平台稳定。 
具体分析小车的抖动主要有一下几点： 
（1）由麦克纳姆轮引起的抖动，主要是横向的并且抖动频率与轮子速度有关。 
（2）由小车控制加速减速引起的抖动。 
（3）由小车上物件不稳定连接引起的抖动 
针对第 3 点可以采用弹簧垫片或者是防松螺母固定物件，可以有效防止物件的不稳定

连接。针对第 2 点，可以采用渐进加速和渐进减速的方式，对于旋转也可以采用渐进加减速

的方式减少相关过程的加速度大小，减少物件抖动。对于第 1 点，由于麦克纳姆轮的特殊

性，平台的横向抖动不可避免只能在视觉平台上采取较好的消抖措施，尽可能满足视觉识别

需求。由于底板的抖动不是很明显，可以将敏感的探测器放置在小车底板上。目前主要的消

抖方式有引入阻尼和引入反馈两种主要模式。引入阻尼可以采用连接弹簧，使用减震球或者

使用减震垫来实现，引入阻尼可以消除一定的抖动但只能减弱，并且与引入的阻尼系数相关，

过大的阻尼系数虽然迅速衰减高频抖动，但对于低频的抖动消除并不明显。过弱的阻尼系数

虽然可以消除低频的抖动，但连接强度上不是很高。引入反馈主要通过搭建电机电路，读取

当前位置，通过算法处理引入反馈达到稳定平台的目的，但会显著增加算法的复杂度，增加

处理时间。权衡处理采用引入阻尼的方式。主要有： 
（1）增加金属承重柱，使各个部分连接更加紧密，并且增加的承重面积，减伤承重柱

处微小抖动引起平台的大幅抖动。 
（2）类比使用弹簧减震结构使用弹簧连接整体平台。 
（3）将 intel 硬件平台并放置在减震垫上，并且牢固固定，放置 intel 硬件平台震动与小

车原本震动形成共振。 
（4）视觉减震平台采用减震垫和弹簧制作多级的，过滤低频和高频震动。或者使用紧

定的碳纤维棒作为视觉平台底座加上减震装置。 
（5）采用过配合方式，并且将视觉平台的支撑柱连接尽可能低的平台，将震动降到最

低。 
（6）使用泡沫棉等材料进行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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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所有要求并结合个人设计水平和加工水平，购买成品的小车底盘作为平台的底

板，向上连接自己设计的板子，实现各个物件的安装。 
具体的小车整体机械框架图如图： 

  
整体小车分成 4 层，底板连接电机和控制板放置电池等，中间层使用泡沫胶、螺纹孔和

金属螺柱固定 intel 硬件平台和放置陀螺仪平台，上层放置激光雷达，树莓派，顶层放置口

罩机，摄像头平台，各层之间用金属承重柱连接，对于易受震动干扰的地方，比如陀螺仪平

台，视觉平台，口罩机采用放松螺母连接，对于金属承重柱则采用弹簧垫圈连接，放置震动，

并在小车顶板与中层板之间，上板与中层板之间放置弹簧，抑制顶板的震动。在一些空隙位

置比如 intel 硬件平台和金属柱之间、碳纤维柱和板子之间等放置泡沫棉作为缓冲。 
 
2.4.1.2 供电方案设计 

智能口罩机器人采用两块 24V 锂电池供电，其中一块给小车、树莓派、激光雷达、摄像

头、舵机和控制板等供电，另一块单独给 intel 硬件平台供电。其中使用 24V-5V 的 DC-DC
给树莓派、摄像头、舵机和激光雷达供电并使用 5V-3.3V 的 DC-DC 给 stm32 控制板供电，

直接使用 24V 给电机供电。对于 intel 硬件平台，使用专门的供电板单独用一块电池供电。

并且使两个供电系统共地实现信号电平的一致。电量方面，可以支持小车大约 40 分钟左右

行驶时间，对于 intel 硬件平台可以支持大约 50 分钟的运行时间。在细节方面，使用防反插

接头作为供电接头并使用较粗的导线作为供电线，留有一定供电余量。 
 
2.4.2 软件程序设计 

2.4.2.1 自主控制逻辑 

(1) 舵机控制 
舵机使用的是 ds3115 舵机，旋转角度 0-270 度。控制 pwm 信号的频率为 50Hz，输出

一个 500us 的脉冲对应旋转角度为 0 度，2500us 的脉冲对应 270 度，其中脉宽和旋转角度

的对应关系为线性关系，可据此关系计算出每个角度对应的脉宽，进而控制舵机旋转固定角

度。 
在机器人后方搭载的口罩机上，每一个口罩槽对应的角度为 15 度，一共有 12 个槽，共

180 度，每个槽装一个口罩，初始状态口罩机为 0 度，每遇到一个未佩戴口罩的行人，就会

控制舵机旋转 15 度，即弹出一个口罩，旋转到 180 度后意味着口罩用完了，此时会发送一

条短信提醒口罩已用完，请及时装载新的口罩。 

图表 8 机器人结构视角 1 图表 9 机器人结构视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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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英特尔杯比赛中，为了更明显的展示效果，所以将一个口罩槽设为 15 度，装载

的口罩比较少，如果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装载更多的口罩，完全可以将角度减小并增大口罩机

的体积，以装载更多的口罩。 
(2) 角度环 

想要达到跟踪目标的效果，首先要让机器人正前方始终对准目标。根据英特尔硬件平台

传来的目标信息，目标在视野中 x 轴的相对位置，由于摄像头的视野角度为 45 度，可计算

出目标与小车的大致角度。公式如下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𝑒𝑒 = 𝑋𝑋−𝑋𝑋_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𝐸𝐸𝑇𝑇
𝑋𝑋_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𝐸𝐸𝑇𝑇

· 45 (2-1) 

其中 XOFFSET 为摄像头横轴像素点个数的一半，X 为目标处在的 X 轴像素点位数。得

到角度后，将角度送入 PID 控制，目标值 Target 即为 0 度，得到预期的小车 z 轴速度，再将

速度发送给 stm32 控制底层电机转动，即可良好做到机器人始终正前方面对着目标。 
(3) 距离环 

通过角度环确保目标始终位于小车正前方之后，使用激光雷达检测小车前方目标距离，

主要算法是取激光雷达正前方正负 theta 角度内的距离数据，然后取中位数作为小车离目标

的距离，所以这个角度 theta 就比较关键。设圆心角为θ，弧长为 L，半径为 r，则有数学公

式 
 𝐿𝐿 = 𝜃𝜃 · 𝑟𝑟 (2-2) 
 可得 

 𝑡𝑡ℎ𝑒𝑒𝑡𝑡𝑎𝑎 = 𝐿𝐿
𝑟𝑟 (2-3) 

 取人的裤子管脚为 200mm，则弧长近似为 200mm，半径 r 为每次测量到人与机器

人的距离，则下一次测量的角度 theta = 200/r，即可确定下一次测量的角度正负范围。测出

这个角度范围内的所有采样点的距离，再做快速排序，取中间值作为本次的测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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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逻辑 

 

任务启动

延时5s初始化

是否出现目标

延时5ms

计算角度

角度环PID

低速挡
判断角度是否

< ± 8° 

x轴速度0，语音提

示，发放口罩

判断距离是否

< 500mm

位置环PID

判断距离是否

> 1500mm
给中高速档向下位机发送数据

直线巡航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图表 10 软件控制逻辑流程图 

在另外的线程中接收英特尔硬件平台的信息，进行解码后送入全局变量，在主控制逻辑

中取出数据判断是否有没带口罩的目标，如果没有，则进入直线巡回函数，寻找目标，如果

发现了目标，则先计算角度，然后送入角度环 pid 计算。得到需求的 z 轴旋转速度后判断目

标是否处在机器人正前方正负 8 度范围内，如果不处在正负 8 度范围内，则 x 轴前进速度给

低速档等待角度环控制完成；如果机器人与目标角度在正负 8 度范围内，则采集机器人与目

标的距离信息，送入 pid 距离环，得到预期 x 轴前进速度，最后判断机器人与目标的距离是

否大于 1.5m，如果大于则以一定的中高速匀速前进，如果不大于则使用 pid 距离环的数据，

将数据发送给下位机控制机器人运动。整体的 pid 控制周期为 5ms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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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直线巡航逻辑流程图 

在进入直线巡航函数后，先给下位机发送前进指令，以中等速度前进 3s，将 3s 进行切

片处理，每一片 10ms，每延时 10ms 后判断是否出现了目标，如果出现目标了则退出直线巡

回模式，返回跟踪模式，如果没有出现目标则计数加一，计数加到 300，即延时 3s 后，开始

旋转。同样也是将时间进行切片处理，每 10ms 为一片，先保存此刻的 yaw 角，以中等速度

旋转 3s 后继续旋转，同时不断读取 jy901 模块传回的 yaw 角实时数据，判断 yaw 角与最开

始保存的 yaw 角的差是否达到 180 度，如果没有达到 180 度则继续旋转，如果达到 180 度

则停止旋转，再次开始直线前进。 
在机器人前进过程中，如果前方出现障碍物，机器人会进行避障处理，直接调转 180 度

往回继续走直线巡回。 
照此循环执行即可让小车处于直线巡回状态检测行人是否出现未带口罩的目标。 
 
2.4.2.2 视觉算法调度与进程管理 

整个视觉算法有三种不同的算法构成，分别为人体检测算法，口罩识别算法以及目标跟

踪算法。其中人体检测算法和口罩识别算法都使用了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人体口罩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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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用了 Yolov3 算法模型，本项目中通过 Yolov3 模型转化为 Tensorflow 模型，再将

Tensorflow 模型转化为 openvino 模型，再在 Intel 硬件平台上实现 HDDL 硬件加速。 
 

(1) 算法调度： 
由于三种算法对算力的消耗各有不同，而且对于我们项目不需要对每一帧做三种算法的

处理，所以对三种算法采用了分时分逻辑的调度。 

行人检测算法

Yolov3

是否识别

到人体

截取ROI
传入下一个

网络模型

ROI中是否有未

戴口罩人脸

ROI传下一个

跟踪算法

KCF-DSST

跟踪算法

跟踪目标
目标丢失

每隔0.5s抽帧

无

否

检测到
有

 
图表 12 算法调度流程图 

 
算法调度的结构框图如图，主体逻辑为，通过 Yolov3 算法检测出视野中的人体位置

（Target ROI），将 ROI 返回后，对 ROI 再进行口罩检测算法的处理，经过第一次人体检测

算法的处理，得到的 ROI 的图像大小已经远小于原始图像，这样可以减小口罩检测算法的

开销，同时可以提升口罩检测算法的精度。用口罩检测算法对 ROI 进行处理后，返回一个

BOOL 值，若为 1，则说明 ROI 中存在未戴口罩之人，若返回值为 0，则说明视野中没有未

戴口罩之人，程序返回重新检测人体。如果检测到有未戴口罩之人，ROI 的坐标将继续往下

传给 KCF-DSST 算法。KCF-DSST 算法会在之后重复调用，KCF-DSST 跟踪算法的开销较

小，所以可以保持较高的帧率。 
在进行目标跟踪阶段时，为了避免出现丢目标以及错失目标状态等问题，根据口罩检测

算法和人体检测算法的不同消耗程度，规划了不同时间间隔的分时调用。在目标跟踪阶段，

每隔约 0.5s 对 ROI（跟踪框）进行一次口罩检测算法的处理，如果返回值出现两次以上的变

化，说明该目标的佩戴口罩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以此来达成近实时检测行人是否佩戴好口罩；

每隔约 1s 对 ROI 进行人体检测算法的处理，检测是否存在目标丢失，若出现目标丢失，则

程序会回到先前的人体检测算法，重新对全视野进行一次人体检测，由此，即使目标跑出视

野范围，小车同样可以跟踪人体以及实时检查目标丢失。 
 

(2) 进程管理： 
硬件平台不仅需要完成目标检测以及目标跟踪的主任务，还有通信以及信息获取等分支

任务需要同时运行。本项目的进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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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捕获进程
摄像头的视频流捕获进程，V4L2开发，
包括了图像捕获图像数据格式转换，
以及少量图像处理。

检测器进程
检测器进程包含了所有（3个）视觉算法，
包括算法调度，用于完成目标检测以及跟踪的任务。

串口通信进程
读写串口，与底层树莓派进行通信，
传回硬件平台读到的所有有效数据。

 
图表 13 进程管理 

不同进程之间都设置消息通信队列，用于实时进行进程间数据交换。 
 
视觉平台环境配置相关： 
本项目视觉算法处理全部由 Intel 提供的硬件平台完成。 
硬件平台操作系统：Ubuntu 18.04 
程序运行环境：Anaconda 管理 OpenVINO 环境 
语言：Python 
串口通信协议：UART 
硬件分配：8 个 HDDL  人体检测算法 
CPU  口罩检测、目标跟踪算法 
摄像头参数：型号：KS1A552 
捕获图片：640*480 60FPS 3.9mm-90 度 
 
2.4.2.3 语音提醒 

语音提醒部分采用的是 SV17F 模块，该模块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可使用集成 IO 分段触

发或者 UART 串口控制，板载 5W D 类功放，可直接驱动 4Ω，3-5W 喇叭，支持 MP3，WAV
解码格式，板载 32Mbit（4Mbyte）flash 存储音频文件，可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更新音

频文件。自己录制一段语音提醒音频后存入模块内，需要播放时控制 IO 口输出一段脉冲调

用音频即可达到效果。 
2.4.2.4 管理员功能 

管理员功能目前主要是短信提醒功能，通过调用阿里云短信服务的 API 来完成。短信

发送的内容分别为口罩剩余不足提醒和电池电量剩余不足提醒。该功能在树莓派上完成，树

莓派通过接受下位机发来的口罩发放完毕等信息来及时调用该服务。 
2.4.2.5 设备间通信 

嵌入式部分由两个部分构成，由下位机 stm32f103 和上位机树莓派构成，stm32 主要负

责底层控制，驱动硬件，树莓派负责逻辑控制，下位机留出一个接口，上位机只传递 xyz 轴

速度和舵机角度四个参数。通过这四个参数即可完成底层的控制。 
下面详细说明整个系统的通信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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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机

STM32F103RC电机 树莓派

JY901
陀螺仪

激光雷达

Intel主机

 

图表 14 子模块通信流程图 

(1) 电机与舵机 
stm32通过一个定时器产生四路pwm控制四个电机转动，再用一个定时器引出四路pwm

控制最多四个舵机，但目前只在口罩机处使用了一个舵机，通过改变占空比可以改变电机转

速和舵机角度。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快，可据此特性完成电机转速的 pid 控制，通过改变

控制舵机的 pwm 信号的占空比可控制其旋转角度，详细情况在下文运动学分析处详细描述。 
(2) 与树莓派通信 

stm32 再使用一路串口与树莓派通信，波特率为 115200，通信协议如下 
表格 4 stm32与树莓派通信协议 

数据内容 帧头 预留位 flag_stop 机器人 
x 轴速度 

机器人 
y 轴速度 

机器人 
z 轴速度 

数据类型 uint8 uint8 uint8 int16 int16 int16 
占用字节 1 1 1 2 2 2 

 
数据内容 舵机 1 

角度 
舵机 2 
角度 

舵机 3 
角度 

语音播报

位 
数据 
校验位 

帧尾 

数据类型 uint8 uint8 uint8 int8 int8 int8 
占用字节 1 1 1 1 1 1 

总共 15 个字节的数据，其中帧头为固定值 0x7b，帧尾为固定值 0x7d，数据校验位算法

为将将第一个数据与第二个数据进行异或，得到的结果再与下一位异或，依次循环直到进行

到校验位之前一位，其最终结果为数据校验位。算法如下。 
总共 15 个字节的数据，其中帧头为固定值 0x7b，帧尾为固定值 0x7d，数据校验位算法

为将将第一个数据与第二个数据进行异或，得到的结果再与下一位异或，依次循环直到进行

到校验位之前一位，其最终结果为数据校验位。校验算法为 
uint8_t CheckSumStm32(uint8_t Count_Number, uint8_t *Data)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0, k; 
 for(k = 0; k < Count_Number; k++) 
        check_sum = check_sum^Data[k]; 
 return check_sum; 
} 

 
树莓派使用四路 usb，一路与 stm32 通信，一路与 jy901 模块通信，一路与激光雷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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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最后一路与英特尔硬件平台通信。 
(1) 陀螺仪模块 jy901 

jy901 是陀螺仪模块，可使用串口通信读取三个欧拉角的数据，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使

用一块 cp2102TTL 转 USB 模块将 jy901 的串口输出连接到树莓派的 usb 接口上。通过修改

cp2102 芯片串口号可让树莓派识别。 
表格 5 树莓派与陀螺仪模块通信协议 

数据内容 帧头 1 帧头 2 Roll 角 Pitch 角 Yaw 角 温度 T 校验位 
数据类型 uint8 uint8 uint16 uint16 uint16 uint16 uint8 
占用字节 1 1 2 2 2 2 1 

总共 11 个字节的数据。先发送帧头 1 ’0x55’，再发送帧头 2 ’0x53’，然后发送三个欧拉

角数据以及温度数据，最后是一个校验位，校验位算法为 
Sum = 0x55 + 0x53 + RollH + RollL + PitchH 

 +PitchL + YawH + YawL + TH + TL (2-4) 
(2) 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使用的是思岚 A1 激光雷达，扫描速率为 5-10Hz，从思岚官网上可以找到示例

程序，将 skd 移植到本项目工程中调用 API 即可。使用一块 cp2102TTL 转 USB 模块将激光

雷达的串口输出连接到树莓派的 usb 接口上，同理修改 cp2102 串口号可让树莓派识别并区

分出不同的 cp2102 号，再在树莓派上固定一个 usb 串口分配给激光雷达即可识别出来。 
(3) 英特尔硬件平台 

使用一个 usb 接口通过两块 ch340TTL 转 USB 模块连接树莓派与英特尔硬件平台。具

体通信协议如下。 
表格 6 树莓派与 Intel硬件平台通信数据包一 

数据内容 帧头 帧头 有无口罩 置信度 帧尾 帧尾 
数据类型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占用字节 1 1 1 1 1 1 

总共 6 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数据包是发送目标的是否带口罩数据的，开头两个帧头都

是 0xa1，两个帧尾都是 0xb0，中间有两个字节的数据。 
表格 7 树莓派与 Intel硬件平台通信数据包二 

数据内容 帧头 帧头 横坐标 纵坐标 帧尾 帧尾 
数据类型 uint8 uint8 uint16 uint16 uint8 uint8 
占用字节 1 1 2 2 1 1 

总共 8 个字节的数据，第二个数据包发送的是跟踪目标的相对横纵坐标数据，开头两个

帧头都是 0xa2，两个帧尾都是 0xb0，中间有四个字节的数据位，视觉发送来的横纵坐标是

目标在摄像头中的像素点位置，可通过 x 轴数据计算出摄像头距离目标的大致角度。 
(4) 固定串口号 

在树莓派上一共需要使用四个 USB 口，每个 USB 口都需要接一个 USB 转 TTL 模块将

USB 信号转化成 TTL 电平信号才能与使用 TTL 电平的串口设备通信，但如果四个设备都是

同一中 TTL 转 USB 模块，树莓派就没办法分别出哪一个是正确的需要发送数据的 USB 口，

于是就需要将这些模块做一些区别，可以使用四种不同的 TTL 转 USB 模块，或者使用可改

变串口号的模块。如CH340 模块不支持修改内部串口号，如果使用超过一块的CH340 模块，

就会导致发送数据失败，但是 cp2102 模块可以支持修改内部串口号，就可以使用多片。在

本工程中，使用 cp2102 串口号修改软件将激光雷达的 cp2102 串口号设为 0001，stm32 的设

为 0002，jy901 的设为 0003，与英特尔硬件平台通信使用 ch340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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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出不同的设备之后还需要解决树莓派固定串口号的问题。在使用 windows 系统接

一些串口外设时，可以通过设别管理器观察到每次接入时的 COM 口都是变化的，但我们的

程序一般是通过命令直接执行可执行文件或上电自动运行的，因此不会每次都要观察

ttyUSB 口号，再修改源代码，编译运行。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区别出的不同设备给这些设备

设置一些别名。可在/etc/udev/rules.d 目录中新建一个文件 new_rule.rules，输入以下代码 
KERNEL=="ttyUSB*", ATTRS{idVendor}=="10c4", ATTRS{idProduct}=="ea60", 

ATTRS{serial}=="0001", MODE:="0777", SYMLINK+="rplidar" 
其中每个设备的 idVendor 和 idProduct 不同，可通过 lsusb 命令观察插入的串口设备。

之后再依次执行一下指令后重启树莓派即可。 
service udev reload 
service udev restart 

 
观察到插入的激光雷达串口设备有了一个别名 rplidar，在代码中可使用 rplidar 指代激

光雷达的串口号，不必每次都先查 ttyUSB 再改源代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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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测试 

 

3.1 测试项目 

3.1.1 直线巡航及自主避障 

在尚未检测到有未戴口罩的行人时，机器人会进行直线巡航，通过陀螺仪传回的欧拉角

数据判断机器人旋转角度，旋转 180 度后直线前进，前进一段时间后再次旋转 180 度。在直

线巡航的过程中扫描行人，一旦发现有未戴口罩的行人，立即锁定目标。在直线巡航的过程

中，路上有可能会遇到垃圾桶或墙壁等障碍物，此时机器人会进行一个简单的避障处理，原

地旋转 180 度往反方向继续巡逻。 
3.1.2 未戴口罩人员检测 

机器人在直线巡航的过程中不断扫描周围行人，摄像头全方位拍摄行人脸部数据，将数

据使用英特尔硬件平台进行视觉处理，得到行人的一系列相关参数，如是否佩戴口罩，行人

与机器人的角度信息等，得到数据后再讲数据传给树莓派进行小车的控制逻辑处理。 
3.1.3 未戴口罩人员跟踪 

检测到行人面部后，得到行人是否佩戴口罩的信息，如果行人没有佩戴口罩，则摄像头

立即锁定行人，并控制机器人旋转角度对对准行人，通过反复调节角度环 PID 参数使机器

人与行人的角度差更完美地趋近于 0。对准行人后再继续调节距离环 PID，使得机器人开始

跟踪行人，不断缩短机器人与目标的距离，直到机器人行驶至距离目标 0.5m 左右的地方。 
3.1.4 口罩发放以及语音提示 

跟踪行人任务完成后，立即出现语音提示，提醒行人佩戴口罩，并使用 PWM 控制舵机

旋转 15 度，口罩机弹出一个口罩，等待行人拿取口罩并佩戴。 
3.1.5 管理员功能 

如果在口罩机中口罩全部发放完后，会调用短信发送 API 发送一条信息至管理员手机，

提示口罩全部发放完成，及时更新新的一批口罩。 

3.2 测试结果 

3.2.1 直线巡航及自主避障 

得益于激光雷达较为精准的距离测度能力，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很好地识别前方多少距离

存在障碍物，并随时可以避障。 
陀螺仪的精度较高，但每次旋转还是可能会有 0.3~0.5 度的偏差，我们通过补偿基本可

以消去这一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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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激光雷达扫描结果示意 

3.2.2 未戴口罩人员检测 

机器人在直线巡航时，只要保证稳定、中低速的运行，机器人可以稳定地检测行人是否

佩戴好口罩。 

 
图表 16 人体检测和口罩检测测试图 

3.2.3 未戴口罩人员跟踪 

通过调节角度环和位置环，机器人可以比较稳定地对目标行人进行跟踪。 
3.2.4 口罩发放以及语音提示 

机器人的口罩机舵机角度以及控制都已完善，口罩机的结构创新，可以容纳多个口罩，

且只需通过一个舵机方便地发放口罩。 
语音部分共有 3 条语音，按流程提醒并指导行人戴好口罩。 
3.2.5 管理员功能 

目前管理员功能有短信服务功能，在口罩将要用完或者机器人电池电量不足时，机器人

会借助阿里云为管理员实时推送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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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应用前景 

 

4.1 市场预测 

4.1.1 市场现状综述 

本项目目前而言没有先例，针对此类场合的商用机器人大多是对过往行人的体温进行检

测，或者是固定的销售口罩机器人，上述两者均无法自动提醒行人佩戴口罩，还需要人为的

提醒，占用人力资源。我们小组将口罩机放在可以移动的机器人上，机器人会自动寻找没有

佩戴口罩的行人，提醒行人佩戴口罩，因此十分有效得减少人力资源。由此看来，目前可移

动的口罩机器人是一种全新的后疫情时期针对疫情防控的智能机器人，可以有效节约人力成

本，因此本口罩机器人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本机器人也可用于辅助政府进行防疫工作。经过调研了解到疫情爆发时期有大量的基层工作

者投入到抗疫第一线上，许多工作人员昼夜颠倒地履行守卡的职责，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将本产品投入到抗疫前线，必然能够减缓基层工作者的压力，解放人力。 
4.1.2 国内外情况（截止至 2020年 9月 30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情况尚可，国外情况不容乐观。 

 
图表 17 国内疫情形势图 

虽然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不排除疫情随着学生开学等情况复发的可能性，及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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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应对措施将会更好的控制住疫情，防止疫情反复。 

 
图表 18 重点国家疫情数据 

在国外疫情肆虐，美国印度等大国每周新增患者都能达到好几十万。增长量的多少与监

管力度是分不开的，本产品投入到国外市场想必会更加便于政府管理，节省政府人力，减少

国外患者增长速度。 
4.1.3 目标场合目标用户 

本项目机器人主要用于车间，办公楼门口等人流量不算特别大，但仍需要耗费人力进行

管理的场所。本产品由于需要等到行人取走口罩，故无法快速的为行人发放口罩。但在人流

量不是特别大的场合，专门安排人员值守显得有些多余，此时便可使用本产品防疫机器人。

能够有效的提醒行人并为行人发放口罩，让病毒无处藏身。 
目标客户可以是工厂管理人员和政府。两者都需要进行人员管理，对于前者，车间中每

天都安排专人值守会浪费工人的生产力，对于后者，政府需要管理的是整个国家的居民，需

要大量的基层工作者，而使用本产品可以大量减少基层工作者的重复劳动。 
4.1.4 市场区域和特征 

本产品用于政府、工厂及办公楼等地方，他们都有人员管理的需求，需要投入人力去进

行监管，为了节省开销，节约人力资源，需要一款能够替代人进行防疫工作的机器人，本产

品即为满足需求的特化型防疫机器人。 

4.2 营销策略 

4.2.1 捐赠（对企业可收费） 

本产品使用方便，可以先向政府或企业捐赠一定数量的机器人，使用过后发现确实有效

节约人力，便很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大批量购买购买。 
4.2.2 广告 

机器人上左右侧壁有大量空白空间，可投放广告，收取广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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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足与改进 

 

5.1 缺少可视化交互界面 

由于比赛时间较为紧张，所以我们的管理员功能做的并不完善，对于管理员，现在可以

提醒的只有口罩剩余数量的提醒，并且是以短信的方式提醒。这样的提醒方式显得有些不方

便，也容易忽略。而且管理员想要手动操作机器人，需要通过电脑来操控，不适合移动办公。 
如果有如下图所示的可视化交互界面，用来管理我们的机器人，想必会更加便于管理，

操作起来更加方便。 

 

图表 19 可视化交互界面举例 

所以我们计划在之后推出一款方便管理员使用的 APP，其中包括基本的小车控制，口罩

剩余数量的提醒以及实时定位等更多有用的功能，让管理员更方便地管理多个机器人。 

5.2 硬件结构粗糙 

机器人的机械结构较为粗糙，主要是出于成本以及机械技术尚有不足，若要投入实地应

用，需要简化机械结构，重新设计机器人外形，改善机器人形象。此外，我们设计的机器人

由于是麦克纳姆轮底盘，所以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上层平台震动的问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视觉识别，所以需要对底盘添加一定的避震系统以及在机器人的上平台安装消抖云

台。 
机器人的模块分布略有些杂乱，主要是由于开始设计时考虑稍有不足，所以若要长时间

稳定使用，且有较好的抗外接因素影响的能力，需要重新设计机器人的模块分布，以及一定

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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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擎朗公司传菜机器人 

如图为擎朗公司生产的一款传菜机器人，其拥有间接明了的操作界面，也有稳定高效的

机械结构，对比我们的机器人显得要美观大方，在疫情爆发初期在一些医院和餐馆等地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将来也能够做出像这样运行稳定高效的机器人，减少人们单调重复

的苦力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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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源码 

1. STM32 主要代码 

int USART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Count=0; 
 u8 Usart_Receiv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Usart_Receiv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读取数据 
  PS2_ON_Flag=0;//其实模式关停 
  Remote_ON_Flag=0; 
  APP_ON_Flag=0;//进入串口 3 中断，强行进入 ROS 模式，优先级最高 
  Receive_Data.buffer[Count]=Usart_Receive; 
  if(Usart_Receive == FRAME_HEADER||Count>0) Count++; else Count=0; 
  if (Count == 15) //验证数据包的长度 
  { 
   Count=0;//重新开始接收 
   if(Receive_Data.buffer[14] == FRAME_TAIL) //验证数据包的尾部校验信息 

{ 
Receive_Data.Control_Str.X_speed=XYZ_Target_Speed_transition(Receive_Data.buffer[3],Receiv

e_Data.buffer[4]); 
Receive_Data.Control_Str.Y_speed=XYZ_Target_Speed_transition(Receive_Data.buffer[5],Receiv

e_Data.buffer[6]); 
Receive_Data.Control_Str.Z_speed=XYZ_Target_Speed_transition(Receive_Data.buffer[7],Receiv

e_Data.buffer[8]); 
   TIM_SetCompare1(TIM1,20000-(Receive_Data.buffer[9]*2000/270 + 500)); 
   oiceFlag = Receive_Data.buffer[12]; 
 Drive_Motor(Receive_Data.Control_Str.X_speed,Receive_Data.Control_Str.Y_speed,Receive_Data.Control_
Str.Z_speed,Omni_or_Mec);//得到控制目标值，进行运动学分析 
   } 
  } 
 }  
return 0;  
}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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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 GPIO 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 TIM1 CH1 的 PWM 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9);  //PA9  输出   上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

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 TIMx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 向上计数模式 
 TI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 TIM_TimeBase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

始化 TIMx 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选定时器模式 TIM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00 - 5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 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 TIM_OC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 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 TIMx 在 ARR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 TIM1 
} 
 
void Drive_Motor(float Vx,float Vy,float Vz,int mode) 
{ 
 static char amplitude=2; 
 Smooth_control(Vx,Vy,Vz); //对输入速度进行平滑处理 
 //获取平滑处理后的数据 
 Vx=smooth_control.VX; 
 Vy=smooth_control.VY; 
 Vz=smooth_control.VZ; 
  
 if(mode==0) //麦轮车 
 { 
 MOTOR_A.Target  =  Vy+Vx-Vz*(Axle_spacing+Wheel_spacing); 
 MOTOR_B.Target  =  -Vy+Vx-Vz*(Axle_spacing+Wheel_spacing); 
 MOTOR_C.Target  =  +Vy+Vx+Vz*(Axle_spacing+Wheel_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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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R_D.Target   = -Vy+Vx+Vz*(Axle_spacing+Wheel_spacing); 
  
 MOTOR_A.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A.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MOTOR_B.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B.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MOTOR_C.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C.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MOTOR_D.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D.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 
 else if(mode==1) //全向轮车 
 { 
 MOTOR_A.Target  =  Vx + L_PARAMETER*Vz; 
 MOTOR_B.Target  =  -X_PARAMETER*Vx + Y_PARAMETER*Vy + L_PARAMETER*Vz; 
 MOTOR_C.Target  =  -X_PARAMETER*Vx - Y_PARAMETER*Vy + L_PARAMETER*Vz; 
  
 MOTOR_A.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A.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MOTOR_B.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B.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MOTOR_C.Target=target_limit_float(MOTOR_C.Target,-amplitude,amplitude);  //速度限幅   
 } 
} 
 
int Incremental_PI_A (float Encoder,float Target) 
{ //增量式 PI 控制器 
 static float Bias,Pwm,Last_bias; 
 Bias=Target-Encoder;  //计算偏差 
 Pwm+=Velocity_KP*(Bias-Last_bias)+Velocity_KI*Bias; 
 if(Pwm>7200)Pwm=7200; 
 if(Pwm<-7200)Pwm=-7200;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void Smooth_control(float vx,float vy,float vz) 
{ 
 float step=0.01; 
 //float slow_flag=0.1; 
 
 if (vx>0) smooth_control.VX+=step; 
 else if(vx<0) smooth_control.VX-=step; 
 else if(vx==0) smooth_control.VX=smooth_control.VX*0.9; 
  
 if (vy>0) smooth_control.VY+=step; 
 else if(vy<0) smooth_control.VY-=step; 
 else if(vy==0) smooth_control.VY=smooth_control.VY*0.9; 
  
 if (vz>0)    smooth_control.VZ+=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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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vz<0)  smooth_control.VZ-=step; 
 else if(vz==0) smooth_control.VZ=smooth_control.VZ*0.9; 
  
 smooth_control.VX=target_limit_float(smooth_control.VX,-float_abs(vx),float_abs(vx)); 
 smooth_control.VY=target_limit_float(smooth_control.VY,-float_abs(vy),float_abs(vy)); 
 smooth_control.VZ=target_limit_float(smooth_control.VZ,-float_abs(vz),float_abs(v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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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树莓派主要代码  

float AnglePID(float Angle, float Speed) { 
    static float Bias = 0, LastBias = 0, LLastBias = 0; 
    Bias = -Angle; 
    Speed += Angle_KP*(Bias-LastBias) + Angle_KI*Bias + Angle_KD*(Bias-2*LastBias+LLastBias); 
    LLastBias = LastBias; 
    LastBias = Bias; 
    if (Speed > 2) 
        Speed = 2; 
    if (Speed < -2) 
        Speed = -2; 
    return Speed; 
} 
 
void manual(void) { 
    float Angle, YawLast; 
    float SpeedX = 0, SpeedZ = 0; 
    int cnt = 0; 
    uint8_t ServoAngle = 0; 
    uint8_t DelayFlag, temp = 0; 
    RXDATA_INTEL.mask = 0; 
    delay(4000); 
    uart_stm32.uartwrite1(0*1000, 0*1000, 0*1000, 0); 
    while(true) { 
        if (RXDATA_INTEL.mask) { 
            delay(5); 
            Angle = (float)RXDATA_INTEL.X_Pos / X_OFFSET * 45.0f; 
            SpeedZ = AnglePID(Angle, SpeedZ); 
            if (Angle > -8 && Angle < 8) 
                SpeedX = PosPID(Distance, SpeedX); 
            else 
                SpeedX = 0.1; 
            if (Distance < 500) { 
                SpeedX = 0; 
            } 
            if (Distance > 1500) 
                SpeedX = 0.3; 
            uart_stm32.uartwrite1(SpeedX*1000, 0*1000, SpeedZ*1000, ServoAngle); 
        } 
        else {             
            ServoAngle = 0; 
            cnt = 0; 
            YawLast = 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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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2f, %.2f\r\n", Yaw, YawLast); 
            while (cnt < 300) {  
                cnt++; 
                uart_stm32.uartwrite1(0*1000, 0*1000, 0.5*1000, ServoAngle); 
                printf("%.2f, %.2f\r\n", Yaw, YawLast); 
                if (RXDATA_INTEL.mask) 
                    break; 
                delay(10); 
            } 
            cnt = 0; 
            ServoAngle = 90; 
            uart_stm32.uartwrite1(0*1000, 0*1000, 0.5*1000, ServoAngle); 
            while (SpinAngleJugde(YawLast)) { 
                printf("%.2f, %.2f\r\n", Yaw, YawLast); 
                if (RXDATA_INTEL.mask) 
                    break; 
                delay(10); 
            } 
            ServoAngle = 180; 
            uart_stm32.uartwrite1(0*1000, 0*1000, 0*1000, ServoAngle); 
            while (cnt++ < 1500) { 
                cnt++; 
                if (RXDATA_INTEL.mask) 
                    break; 
                delay(10); 
            } 
        } 
    } 
} 
 
while (1) { 
        static int time_count = 0; 
        static float angle, dist, theta = 8; 
        static uint16_t Point[100] = {0}; 
        time_count++; 
        rplidar_response_measurement_node_hq_t nodes[8192]; 
        size_t  count = _countof(nodes); 
 
        op_result = drv->grabScanDataHq(nodes, count); 
        if (IS_OK(op_result)) { 
            drv->ascendScanData(nodes, count); 
            for (int pos = 0; pos < (int)count ; ++pos) { 
                angle = (nodes[pos].angle_z_q14 * 90.f / (1 << 14)); 
                dist = nodes[pos].dist_mm_q2/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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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ngle < theta || angle > 360-theta) { 
                    if (dist > 100 && nodes[pos].quality > 40) { 
                        Point[cnt++] = pos; 
                        if (cnt > 5 && pos < 5) { 
                            if (cnt > 6) { 
                                int temp[cnt]; 
                                for (LoopI = 0; LoopI < cnt; LoopI++) 
                                    temp[LoopI] = (int)(nodes[pos].dist_mm_q2/4.0f); 
                                qsort(temp, cnt, sizeof(int), cmpfunc); 
                                Distance = temp[(int)(cnt/2)]; 
                                if (Distance) { 
                                    theta = 500 / (float)Distance; 
                                    theta = theta * 180 / 3.14159f; 
                                } 
                            } 
                            cnt = 0; 
                        } 
                    } 
                } 
            } 
        } 
        if (ctrl_c_pressed){  
            break; 
        } 
    } 
 
int main(void) { 
  uart_stm32.uartinit("/dev/STM32", 115200); 
  uart_intel.uartinit("/dev/Intel_CH340", 115200); 
  uart_JY901.uartinit("/dev/JY901", 115200); 
 
  std::thread thread1(manual); 
  thread1.detach(); 
 
  std::thread thread2(Received_JY901); 
  thread2.detach(); 
 
  std::thread thread3(Received_Intel); 
  thread3.detach(); 
 
  std::thread thread4(Received_rplidar); 
  thread4.join(); 
 
  uart_stm32.uartwrite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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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 << "all threads joined" << endl; 
  return 0; 
} 
 
void uartsync::uartwrite1(int16_t XSpeed, int16_t YSpeed, int16_t ZSpeed, uint8_t Angle) 
{ 
    uint8_t w_buf[BUFSIZE_stm32] = {0}; 
    w_buf[0] = DATA_HEAD_3; 
    w_buf[1] = 0x00; 
    w_buf[2] = 0x01; 
    w_buf[3] = XSpeed >> 8; 
    w_buf[4] = XSpeed; 
    w_buf[5] = YSpeed >> 8; 
    w_buf[6] = YSpeed; 
    w_buf[7] = ZSpeed >> 8; 
    w_buf[8] = ZSpeed; 
    w_buf[9] = Angle; 
    w_buf[13] = CheckSumStm32(13, w_buf); 
    w_buf[14] = DATA_END_3; 
 
    ret = uart_write(uartsync::fd, (const char *)(char *)w_buf, BUFSIZE_stm32); 
    if (ret == -1) 
        fprintf(stderr, "uart write DATA1 failed!\n"); 
} 
 
void uartsync::uartwrite2(uint8_t Task) 
{ 
    uint8_t w_buf[BUFSIZE_INTELTX]; 
 
    w_buf[0] = DATA_HEAD_0; 
    w_buf[1] = DATA_HEAD_0; 
    w_buf[2] = Task; 
    w_buf[3] = DATA_END_0; 
    w_buf[4] = DATA_END_0; 
 
    ret = uart_write(uartsync::fd, (const char *)(char *)w_buf, BUFSIZE_INTELTX); 
    if (ret == -1) 
        fprintf(stderr, "uart write DATA2 failed!\n"); 
} 
 
int uartsync::uartread1(void) 
{ 
    uint8_t ch, ucData[BUFSIZE_JY901 - 2]; 
    UART_Recv(uartsync::fd, (char *)&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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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h!=0x55) {  //数据头不对，则重新开始寻找 0x55 数据头 
        return 1; 
    } else { 
        UART_Recv(uartsync::fd, (char *)&ch, 1); 
        if (ch!=0x53) { 
            return 1; 
        } 
        else { 
            UART_Recv(uartsync::fd, (char *)ucData, BUFSIZE_JY901 - 2); 
            if (CheckSumJY901(8, ucData) != ucData[8]) 
                return 1; 
            memcpy(&stcAngle,ucData,8); 
            Roll = (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 
            Pitch = (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 
            Yaw = (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 
    } 
    return 0; 
} 
 
int uartsync::uartread2(void) 
{ 
    uint16_t temp; 
    uint8_t ucData[BUFSIZE_INTELRX]; 
    UART_Recv(uartsync::fd, (char *)ucData, BUFSIZE_INTELRX); 
     
    switch (ucData[0]) { 
        case DATA_HEAD_1: 
            if (ucData[1] == DATA_HEAD_1 && ucData[7] == DATA_END_0) { 
                RXDATA_INTEL.mask = ucData[2]; 
                RXDATA_INTEL.quality = ucData[3];   
            } 
            else { 
                return 1; 
            } 
            break; 
        case DATA_HEAD_2: 
            if (ucData[1] == DATA_HEAD_2 && ucData[7] == DATA_END_0) { 
                temp = ucData[2]*256 + ucData[3]; 
                // printf("%d\r\n", temp); 
                if (temp < 0 || temp > X_OFFSET*2) 
                    return 1; 
                RXDATA_INTEL.X_Pos = temp - X_OFFSET; 
                temp = ucData[4]*256 + ucDat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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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emp < 0 || temp > Y_OFFSET*2) 
                    return 1; 
                RXDATA_INTEL.Y_Pos = temp - Y_OFFSET; 
            } 
            else { 
                return 1; 
            }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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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l 硬件平台主要代码 

class Camera(multiprocessing.Process): 
    """The camera object, handles mainly IO.""" 
    def __init__(self, device_name, queue): 
        """Initialize object with the name of the device, ex: /dev/video0.""" 
        multiprocessing.Process.__init__(self) 
        self.device_name = device_name 
        self.open_device() 
        self.init_device() 
        self.queue = queue 
         
    def open_device(self): 
        """Set the file discriptor to the openend camera Object.""" 
        self.fd = os.open(self.device_name, os.O_RDWR, 0) 
 
    def init_device(self): 
        cap = v4l2.v4l2_capability() 
        fmt = v4l2.v4l2_format() 
 
        ioctl(self.fd, v4l2.VIDIOC_QUERYCAP, cap) 
 
        if not (cap.capabilities & v4l2.V4L2_CAP_VIDEO_CAPTURE): 
            raise Exception("{} is not a video capture \ 
                             device".format(self.device_name)) 
 
        fmt.type = v4l2.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octl(self.fd, v4l2.VIDIOC_G_FMT, fmt) 
 
        self.init_mmap() 
 
    def init_mmap(self): 
        req = v4l2.v4l2_requestbuffers() 
 
        req.count = NUM_BUFFERS 
        req.type = v4l2.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 = v4l2.V4L2_MEMORY_MMAP 
 
        try: 
            ioctl(self.fd, v4l2.VIDIOC_REQBUFS, req) 
        except Exception: 
            raise Exception("video buffer request failed") 
 
        if req.coun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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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Exception("Insufficient buffer memory \ 
                             on {}".format(self.device_name)) 
        self.buffers = [] 
        for x in range(req.count): 
            buf = v4l2.v4l2_buffer() 
            buf.type = v4l2.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x 
 
            ioctl(self.fd, v4l2.VIDIOC_QUERYBUF, buf) 
 
            buf.buffer = mmap.mmap(self.fd, buf.length, mmap.PROT_READ, 
                                   mmap.MAP_SHARED, offset=buf.m.offset) 
            self.buffers.append(buf) 
 
    def run(self): 
        for buf in self.buffers: 
            ioctl(self.fd, v4l2.VIDIOC_QBUF, buf) 
        video_type = v4l2.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octl(self.fd, v4l2.VIDIOC_STREAMON, struct.pack('I', video_type)) 
        self.get_frame() 
 
    def process_image(self, buf): 
        video_buffer = self.buffers[buf.index].buffer 
        data = video_buffer.read(buf.bytesused) 
 
        print("Verifing Image..") 
        try: 
            img = Image.open(BytesIO(data)) 
            video_buffer.seek(0) 
 
            img.verify() 
            assert img.format == 'JPEG' 
            ImageFile.LOAD_TRUNCATED_IMAGES = True 
 
            print('Valid image') 
 
            img = Image.open(BytesIO(data)) 
            return img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Invalid image:", e) 
 
    def get_fram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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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True): 
            frame = None 
            f = 0 
            while frame is None: 
                print("Grabbing Frame...") 
                buf = self.buffers[f % NUM_BUFFERS] 
                ioctl(self.fd, v4l2.VIDIOC_DQBUF, buf) 
                frame = self.process_image(buf) 
                ioctl(self.fd, v4l2.VIDIOC_QBUF, buf) 
                f += 1 
            self.queue.put(frame) 
 
class LoadImage(multiprocessing.Process): 
    def __init__(self,queue): 
        multiprocessing.Process.__init__(self) 
        self.queue = queue 
 
    def run(self): 
        while(True): 
            cur_frame = self.queue.get() 
            cur_frame = cv2.cvtColor(np.asarray(cur_frame), cv2.COLOR_RGB2BGR) 
            cv2.imshow('test',cur_frame) 
            cv2.waitKey(1) 
 
class detect(multiprocessing.Process): 
  """ 
  Summary: 
    Detector with 2 sub-detectors and 1 tracker 
 
  Attributes: 
    width: the width of video 
    height: the height of video 
    yolov_model: the model path of yolov3[human] -> openvino model 
    mask_model: the model path of tensorflow(caffe)[mask] -> openvino model 
    device: device to use 'CPU' or 'HDDL' 
    video: path of capture 
    writer: path of saving 
    conf_thresh: thresh of confidence 
    ser: path of serial 
  """ 
  def __init__(self, 
               yolov_model, 
               mask_model,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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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_thresh, 
               width, 
               height, 
               video, 
               writer, 
               ser): 
    """ init detector """ 
    super().__init__() 
    # self.queue = queue 
    self.video = video 
    self.device = device 
    self.width = width 
    self.height = height 
    self.yolov_model = yolov_model 
    self.mask_model = mask_model 
    self.conf_thresh = conf_thresh 
    self.writer = writer 
    self.ser = ser 
 
  def run(self): 

""" execute detector """ 
 

class Detector(object): 
  """ 
  Summary: 
    Detector detect human body 
 
  Attributes: 
    width: the width of video 
    height: the height of video 
    model: the model path of yolov -> openvino model 
    device: device to use 'CPU' or 'HDDL' 
  """ 
 
  def __init__(self, width, height, model, device): 
    """ init humandetector """ 
    self.width = width 
    self.height = height 
    self.model = model 
    self.device = device 
    self.new_w = int(self.width * m_input_size/self.width) 
    self.new_h = int(self.height * m_input_size/self.height) 
 
    model_xml = self.model +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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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_bin = self.model + ".bin" 
 
    self.ie = IECore() 
    self.net = self.ie.read_network(model=model_xml, weights=model_bin) 
    self.input_blob = next(iter(self.net.inputs)) 

self.exec_net = self.ie.load_network(network=self.net, device_name=self.device) 
 

  def human_detect(self, frame): 
    """ detect the human in frame [FPS: 3~4]""" 
 

class Detector(object): 
  """ 
  Summary: 
    Detector detect mask 
 
  Attributes: 
    width: the width of video 
    height: the height of video 
    model: the model path of tensorflow(caffe)[mask] -> openvino model 
    conf_thresh: the thresh of confidence 
  """ 
 
  def __init__(self, model, conf_thresh, width, height): 
    """ init mask detector """ 
    self.feature_map_sizes = [[33, 33], [17, 17], [9, 9], [5, 5], [3, 3]] 
    self.anchor_sizes = [[0.04, 0.056], [0.08, 0.11], [0.16, 0.22], [0.32, 0.45], [0.64, 0.72]] 
    self.anchor_ratios = [[1, 0.62, 0.42]] * 5 
    self.anchors = generate_anchors(self.feature_map_sizes, 
                                    self.anchor_sizes, self.anchor_ratios) 
    self.anchors_exp = np.expand_dims(self.anchors, axis=0) 
    self.id2class = {0: 'Mask', 1: 'NoMask'} 
    self.width = width 
    self.height = height 
 
    model_xml = model + '.xml' 
    model_bin = model + '.bin' 
    self.net = cv2.dnn.readNetFromModelOptimizer(model_xml, model_bin) 
    self.net.setPreferableBackend(cv2.dnn.DNN_BACKEND_INFERENCE_ENGINE) 
    self.net.setPreferableTarget(cv2.dnn.DNN_TARGET_CPU) 
    self.conf_thresh = conf_thresh 
 
  def mask_detect(self, 
                  image, 
                  conf_thres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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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u_thresh=0.5, 
                  target_shape=(260, 260) 
                  ): 

""" detect the mask in the frame """ 
 

def write_data(ser, x, y, index, conf): 
  global DATA_HEAD_0, DATA_HEAD_1, DATA_HEAD_2, DATA_END_0 
 
  data1 = struct.pack(">BBBBBBBB", 
                      DATA_HEAD_1, 
                      DATA_HEAD_1, 
                      np.uint8(index), 
                      np.uint8(conf), 
                      DATA_END_0, 
                      DATA_END_0, 
                      DATA_END_0, 
                      DATA_END_0) 
 
  data2 = struct.pack(">BBHHBB", 
                      DATA_HEAD_2, 
                      DATA_HEAD_2, 
                      x, 
                      y, 
                      DATA_END_0, 
                      DATA_END_0) 
 
  sendinfo = ['[SENDINFO]: '] 
  DWritePort(ser, data1) 
  sendinfo.append(['index: ', index, 'conf: ', conf]) 
  DWritePort(ser, data2) 
  sendinfo.append(['x: ', x, 'y: ', y]) 
  print(sendinfo) 
 
 
def initSerial(dev, bandrate): 
  """ 
  initialize the serial device 
 
  Args: 
    dev: the path of the serial device 
    bandrate: the bandrate of the communication 
 
  Return: 
    two params from the DOpenPort: ser,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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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 a class of serial 
    ret: the state of serial 
  """ 
  return DOpenPort(dev, bandrate, None) 
 
 
class receiveData(multiprocessing.Process): 
  def __init__(self, data, queue): 
    multiprocessing.Process.__init__(self) 
    self.data = data 
    self.queue = queue 
 
  def run(self): 
    global STRGLO, BOOL, received 
    # 循环接收数据，此为死循环，可用线程实现 
    while BOOL: 
      if ser.in_waiting: 
        STRGLO = ser.read(ser.in_waiting) 
        data = decodeData(STRGLO) 
        print(data) 
        self.queue.put(data) 
 
  def getData(self): 
    data = self.queue.get() 
    return data 
 
if __name__ == "__main__":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intel2020_mask") 
  parser.add_argument('--video-path', type=str, help='path to your video, `0` means to use camera') 
  parser.add_argument('--write-path', type=str, help='path to write, `0` means to not write') 
  parser.add_argument('--serial', type=str, help='serial device') 
 
  """ 
    Args: 
      video-path: The path of Capture, default is '/dev/video0' 
      write-path: The path of video to save, default is 'test.avi' 
      serial: The path of serial device 
  """ 
 
  args = parser.parse_args() 
  write_path = args.write_path 
  writer = None 
  serial_path = args.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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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 ret = linuxserial.initSerial(serial_path, 115200) 
 
  if write_path: 
    writer = cv2.VideoWriter(write_path, cv2.VideoWriter_fourcc('M', 'J', 'P', 'G'), 60, (640, 480)) 
 
  cam = Camera('/dev/video0', queue=framestream) 
  detect = detect(yolov_model=yolov_model, 
                  mask_model=mask_model, 
                  device=device, 
                  conf_thresh=0.5, 
                  width=640, 
                  height=480, 
                  queue=framestream) 
                  video=args.video_path, 
                  writer=writer, 
                  ser=ser) 
 
  cam.start() 
  detect.start() 
  detect.join() 
 
  cam.close_stream() 
  cam.terminate() 
  detect.terminate() 
  detect.close() 
  cam.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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