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233273.3

(22)申请日 2019.03.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04671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21

(73)专利权人 岳阳县辉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14113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筻口镇

漆市村7组12号

(72)发明人 缪秋萍　

(51)Int.Cl.

G06K 9/00(2006.01)

G06K 9/40(2006.01)

A47J 31/44(2006.01)

A47J 31/40(2006.01)

A47J 31/5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722440 A,2016.06.29

CN 105228943 A,2016.01.06

CN 108259705 A,2018.07.06

CN 107232985 A,2017.10.10

CN 107820333 A,2018.03.20

CN 107049031 A,2017.08.18

CN 108898682 A,2018.11.27

CN 105555174 A,2016.05.04

CN 102325484 A,2012.01.18

CN 105308661 A,2016.02.03

CN 104514915 A,2015.04.15

US 2016203352 A1,2016.07.14

审查员 徐书芳

 

(54)发明名称

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包

括：出水量驱动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

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

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

的水量；出料控制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

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接收

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

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本发明的多参数并行解析

装置制作快速，节省减排。由于在针对性图像处

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需求咖啡的人数自适应控

制制作咖啡所需要的水量和咖啡末的剂量以完

成咖啡的一次制作，从而节约了咖啡制作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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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出水量驱动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

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

出料控制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接收

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

网络摄像头，设置在咖啡店点餐台的上方，用于对咖啡店点餐场景进行摄像操作，以获

得点餐场景图像，其中摄像操作的触发基于店员手持遥控器发送给网络摄像头的WIFI通信

接口的无线指令；

边缘点判断设备，设置在所述网络摄像头的附近，与所述网络摄像头连接，用于接收所

述点餐场景图像，获取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各个背景像素点，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

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并将获得的边缘点的数量作为参考数量输出；

驱动控制设备，与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连接，用于在所述参考数量超过限量时，发出第

一驱动指令，否则，发出第二驱动指令；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当背

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得的

差值的绝对值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边缘点；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当背

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得的

差值的绝对值未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非边缘点；

校正处理设备，与所述驱动控制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一驱动指令时，进行自

启动操作，在接收到所述第二驱动指令时，进行自休眠操作，还用于在自启动操作后接收所

述点餐场景图像，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的像素点的CMYK颜色空间下的K颜色通道值执行畸

变校正处理，以获得校正处理通道值；

通道组合设备，与所述校正处理设备连接，用于针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每一个像

素点，将其校正处理通道值、C颜色通道值、Y颜色通道值和M颜色通道值作为所述像素点的

CMYK颜色空间下的更新后的各个颜色通道值，以获得对应的颜色更新图像；

递归滤波设备，与所述通道组合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颜色更新图像，对所述颜色更

新图像执行基于其噪声幅值的递归滤波处理，以获得更新处理图像；

归一化处理设备，与所述递归滤波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更新处理图像执行归一化处

理，以获得对应的归一化处理图像；

非总线型单片机，与所述归一化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基于脸部成像特征识别出所述归

一化处理图像中的脸部目标的数量，以作为即时目标数量输出；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包括：即时

目标数量越少，调整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越少；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包

括：调整后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与所述即时目标数量成正比；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桶壁设置有咖啡水龙头，用于在用户的操控下，输出在所述咖

啡成品桶中制作后的咖啡；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内设置搅拌机构，所述咖啡成品桶的下方设置加温机构，所述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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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机构和所述加温机构都用于制作咖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递归滤波设备中，对所述颜色更新图像执行基于其噪声幅值的递归滤波处理，

以获得更新处理图像包括：所述颜色更新图像的噪声幅值越小，执行的递归滤波次数越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功率转换设备，分别与参数输出设备和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接收非总线型单片

机的即时设备温度，并基于即时设备温度对非总线型单片机的当前工作功率进行转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本端测量设备，与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设置在非总线型单片机的一侧，用于对非总线

型单片机所在环境的温度进行测量动作，以获得对应的本端温度数值。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远端测量设备，与归一化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对归一化处理设备所在环境的温度进行

测量动作，以获得对应的远端温度数值，归一化处理设备设置在非总线型单片机的附近。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距离测量设备，包括红外发射单元、红外接收单元和嵌入式处理芯片，所述红外接收单

元和所述嵌入式处理芯片设置在所述本端测量设备上，所述红外发射单元设置在所述远端

测量设备上，以用于基于所述红外发射单元发射红外信号以及所述红外接收单元接收红外

信号的间隔时间确定所述本端测量设备和所述远端测量设备之间的距离以作为设备间距

输出。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

因子配置设备，与所述距离测量设备连接，用于基于所述设备间距确定所述本端测量

设备的本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以及所述远端测量设备的远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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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控制芯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控制芯片，作为主板的一部分，控制芯片在主板上起着核心作用。以笔记本为例，

控制芯片一般有两块（称南桥和北桥），用于控制和协调计算机系统各部件的运行，主要控

制着内存I/O、总线I/O，集成了硬盘控制器，负责处理中断请求（IRQ）和直接内存访问（DMA）

等。其中，北桥芯片负责管理二级高速缓存、决定支持内存的类型及最大容量、支持AGP高速

图形接口、与PCI总线的桥接及连接键盘、鼠标接口等。南桥芯片则负责连接USB接口总线、

ATA接口、普通串行和并行接口、ISA总线的桥接等。系统的芯片组一旦确定，整个系统的定

型和选件变化范围也就随之确定，即控制芯片决定了继续计算机系统中各个部件的选型，

他不能像CPU、内存等其它部件进行简单的升级。他的性能优劣关系到CPU功能的发挥，因此

人们将它比做神经中枢。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两个重要发明点：

[0004] （1）在针对性图像处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需求咖啡的人数自适应控制制作咖啡

所需要的水量和咖啡末的剂量，以完成咖啡的一次制作，节约了咖啡制作的时间；

[0005] （2）以图像中边缘点的数量为判断依据，决定是否在畸变校正处理的基础上，对图

像中的单通道执行畸变校正处理，从而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

[0006]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0007] 出水量驱动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

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

[0008] 出料控制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

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

[0009] 网络摄像头，设置在咖啡店点餐台的上方，用于对咖啡店点餐场景进行摄像操作，

以获得点餐场景图像，其中摄像操作的触发基于店员手持遥控器发送给网络摄像头的WIFI

通信接口的无线指令；

[0010] 边缘点判断设备，设置在所述网络摄像头的附近，与所述网络摄像头连接，用于接

收所述点餐场景图像，获取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各个背景像素点，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

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并将获得的边缘点的数量作为参考数量输出；

[0011] 驱动控制设备，与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连接，用于在所述参考数量超过限量时，发

出第一驱动指令，否则，发出第二驱动指令；

[0012]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

当背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

得的差值的绝对值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边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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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

当背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

得的差值的绝对值未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非边缘点；

[0014] 校正处理设备，与所述驱动控制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一驱动指令时，进

行自启动操作，在接收到所述第二驱动指令时，进行自休眠操作，还用于在自启动操作后接

收所述点餐场景图像，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的像素点的CMYK颜色空间下的K颜色通道值执

行畸变校正处理，以获得校正处理通道值；

[0015] 通道组合设备，与所述校正处理设备连接，用于针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每一

个像素点，将其校正处理通道值、C颜色通道值、Y颜色通道值和M颜色通道值作为所述像素

点的CMYK颜色空间下的更新后的各个颜色通道值，以获得对应的颜色更新图像；

[0016] 递归滤波设备，与所述通道组合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颜色更新图像，对所述颜

色更新图像执行基于其噪声幅值的递归滤波处理，以获得更新处理图像；

[0017] 归一化处理设备，与所述递归滤波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更新处理图像执行归一

化处理，以获得对应的归一化处理图像；

[0018] 非总线型单片机，与所述归一化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基于脸部成像特征识别出所

述归一化处理图像中的脸部目标的数量，以作为即时目标数量输出；

[0019]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包括：

即时目标数量越少，调整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越少；

[0020]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

量包括：调整后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与所述即时目标数量成正

比；

[0021]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桶壁设置有咖啡水龙头，用于在用户的操控下，输出在所

述咖啡成品桶中制作后的咖啡；

[0022]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内设置搅拌机构，所述咖啡成品桶的下方设置加温机构，所

述搅拌机构和所述加温机构都用于制作咖啡。

[0023] 本发明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制作快速，节省减排。由于在针对性图像处理的基

础上，根据当前需求咖啡的人数自适应控制制作咖啡所需要的水量和咖啡末的剂量以完成

咖啡的一次制作，从而节约了咖啡制作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24]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描述，其中：

[0025]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的网络摄像头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

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

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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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

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

机。

[0028] 现有技术中，咖啡的制作过程一般采用机器制作，手工再加工，制作一杯咖啡需要

一定的时间，如果在咖啡店高峰时间，购买咖啡的人员过多，则当前的咖啡机器制作环节无

法满足对制作速度和效率的需求，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快速且一次完成多杯咖啡初次加工

的机制。

[0029]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搭建了一种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能够有效解决相应

的技术问题。

[0030]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包括：

[0031] 出水量驱动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

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

[0032] 出料控制设备，设置在咖啡成品桶的上方，与所述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基于

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

[0033] 如图1所示，网络摄像头，设置在咖啡店点餐台的上方，用于对咖啡店点餐场景进

行摄像操作，以获得点餐场景图像，其中摄像操作的触发基于店员手持遥控器发送给网络

摄像头的WIFI通信接口的无线指令，其中，1为连接件，2为支撑件，3为保护外壳，4为固定

件；

[0034] 边缘点判断设备，设置在所述网络摄像头的附近，与所述网络摄像头连接，用于接

收所述点餐场景图像，获取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各个背景像素点，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

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并将获得的边缘点的数量作为参考数量输出；

[0035] 驱动控制设备，与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连接，用于在所述参考数量超过限量时，发

出第一驱动指令，否则，发出第二驱动指令；

[0036]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

当背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

得的差值的绝对值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边缘点；

[0037] 在所述边缘点判断设备中，对每一个背景像素点是否属于边缘点进行判断包括：

当背景像素点的像素值减去所述背景像素点周围各个像素点的各个像素值的平均值所获

得的差值的绝对值未超限时，判断所述背景像素点为非边缘点；

[0038] 校正处理设备，与所述驱动控制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一驱动指令时，进

行自启动操作，在接收到所述第二驱动指令时，进行自休眠操作，还用于在自启动操作后接

收所述点餐场景图像，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的像素点的CMYK颜色空间下的K颜色通道值执

行畸变校正处理，以获得校正处理通道值；

[0039] 通道组合设备，与所述校正处理设备连接，用于针对所述点餐场景图像中的每一

个像素点，将其校正处理通道值、C颜色通道值、Y颜色通道值和M颜色通道值作为所述像素

点的CMYK颜色空间下的更新后的各个颜色通道值，以获得对应的颜色更新图像；

[0040] 递归滤波设备，与所述通道组合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颜色更新图像，对所述颜

色更新图像执行基于其噪声幅值的递归滤波处理，以获得更新处理图像；

[0041] 归一化处理设备，与所述递归滤波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更新处理图像执行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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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以获得对应的归一化处理图像；

[0042] 非总线型单片机，与所述归一化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基于脸部成像特征识别出所

述归一化处理图像中的脸部目标的数量，以作为即时目标数量输出；

[0043]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包括：

即时目标数量越少，调整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水量越少；

[0044] 其中，基于接收到的即时目标数量调整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

量包括：调整后的当前输送给所述咖啡成品桶的咖啡末的剂量与所述即时目标数量成正

比；

[0045]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的桶壁设置有咖啡水龙头，用于在用户的操控下，输出在所

述咖啡成品桶中制作后的咖啡；

[0046] 其中，所述咖啡成品桶内设置搅拌机构，所述咖啡成品桶的下方设置加温机构，所

述搅拌机构和所述加温机构都用于制作咖啡。

[0047]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48]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

[0049] 在所述递归滤波设备中，对所述颜色更新图像执行基于其噪声幅值的递归滤波处

理，以获得更新处理图像包括：所述颜色更新图像的噪声幅值越小，执行的递归滤波次数越

少。

[0050]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51] 功率转换设备，分别与参数输出设备和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用于接收非总线型

单片机的即时设备温度，并基于即时设备温度对非总线型单片机的当前工作功率进行转

换。

[0052]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53] 本端测量设备，与非总线型单片机连接，设置在非总线型单片机的一侧，用于对非

总线型单片机所在环境的温度进行测量动作，以获得对应的本端温度数值。

[0054]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55] 远端测量设备，与归一化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对归一化处理设备所在环境的温度

进行测量动作，以获得对应的远端温度数值，归一化处理设备设置在非总线型单片机的附

近。

[0056]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57] 距离测量设备，包括红外发射单元、红外接收单元和嵌入式处理芯片，所述红外接

收单元和所述嵌入式处理芯片设置在所述本端测量设备上，所述红外发射单元设置在所述

远端测量设备上，以用于基于所述红外发射单元发射红外信号以及所述红外接收单元接收

红外信号的间隔时间确定所述本端测量设备和所述远端测量设备之间的距离以作为设备

间距输出。

[0058]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59] 因子配置设备，与所述距离测量设备连接，用于基于所述设备间距确定所述本端

测量设备的本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以及所述远端测量设备的远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

[0060]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61] 参数输出设备，与所述因子配置设备连接，用于基于所述本端温度数值、所述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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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所述远端温度数值和所述远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确定非总线型单

片机的即时设备温度。

[0062]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还包括：

[0063] 移动通信接口，与所述因子配置设备连接，用于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向配置服务器

请求配置策略以获得加密后的配置策略，并对所述加密后的配置策略进行解密操作。

[0064] 在所述多参数并行解析装置中：

[0065] 在所述移动通信接口中，所述配置策略用于基于所述设备间距确定所述本端测量

设备的本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以及所述远端测量设备的远端温度数值的影响因子；

[0066] 其中，所述移动通信接口为时分双工通信接口，所述移动通信网络为时分双工通

信网络；

[0067] 其中，在所述功率转换设备中，所述当前工作功率与所述即时设备温度成反比。

[0068] 另外，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

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

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

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总线型单片机普遍设置有并行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控制总线，这些

引脚用以扩展并行外围器件都可通过串行口与单片机连接，另外，许多单片机已把所需要

的外围器件及外设接口集成一片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不要并行扩展总线，大大减省

封装成本和芯片体积，这类单片机称为非总线型单片机。

[0069] 可以理解的是，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披露如上，然而上述实施例并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对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

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

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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