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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了 神 LED 昱示屏迄行盟控的方法和系統 咳方法包括:A．向 LED 昱示屏友迭盟控枕頻團像 撮像仇

撮取相匝的盟控團傢 估逆回汁算仇役各;B肘盟控團傢中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 碉定 LED 昱示屏中模狙的工

作狀杰。步螺 之前 咳方法胚包括 向 LED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D 昱示屏物理尺寸的几何枕頻團傢 撮像帆撮取

几何團像 估迎回汁算帆役各 汁算仇役各得到坐杯倍息井保存 咳系統包括汁算帆役各、視頻控制器、LED 昱

示屏和至少 介撮傢帆 汁算帆役各向 LED 昱示屏友送盟控初頻困像 撮傢帆撮取盟控困傢 汁算帆役各接收、

保存盟控困傢 汁算帆役各村盟控困像中的象索迸行分析 、汁算 碉定 LED 昱示屏中模組的工作狀悉



芷即昱示屏逗行監控方法和系統

枚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控制，尤其涉及一神 LE 昱示屏返行監控方法和系統 。

背景技木

現有的 LE 昱示屏系 統，如囤 1 所示，一般包括一台汁算札改各 、視頻控制

器 和 LE 昱示屏 。汁算桃改各 迸行內容樁放，視頻控制器 將播放內容友

送到 LE 昱示屏 , LE 昱示屏 昱示播放的內容。

因 1 所示系統只 能迸行內容播放 ( 如視頻 、 因片 、文字等 。 由于 LE 昱示屏

系統一般安裝在禹管理人員較迅的地方，管理人員 不能鋒常看到 LE 昱示屏 ，吋

LED 昱示屏 申出現模組工作弄常的情況不得而知。 因此需要安裘一套並示屏送行

監控 系統，使管理人員 能移知道 L 昱示屏 的模匆是否正常工作。

現有比較常用的昱示屏監控方案有

采用撮像共吋 LE 昱示屏 昱示內容迷行岡絡監控 。

如囤 所示，在 LE 昱示屏 的前面安裝擾像札 ，撮像札 將拍搬到

的視頻借到岡絡視頻服奔器 ，岡絡視頻服各器 連接到 n e ne ，配置有

固定 P 或域名，井返行視頻服各。 管理人員 在逃程用客戶祝 B 算札 ) 通

迪岡塔按提供的 P 或域名連接到岡絡視頻服券器 ，查看 LE 昱示屏 所播

放的視瀕 。

昱 然送神方法能移隨吋查看 L 並示屏 的昱示內容，但只 能由人工迸行

查看，不能由客戶札 汁算祝 ) 達行 自功監控。送神方法需要迸行岡絡布域，

需要人員 鋒常查看昱示內容，吋于 L 昱示屏 的監控需要付出較大的成本。

由于岡絡帶究的限制，所看到的視頓因像通常都比較小，常常不能友現 LE 昱

示屏 上的杯坡。

采用硬件設各吋 LE 昱示屏 里的模組迸行監控。

如囤 所示，LE 昱示屏 中的監控模泱定吋吋箱休 1 內的模組工作狀

怒迸行監測，將監測結果通迂 / 域友送到汁算桃 .
由于一介 LE 昱示屏 常常由几十介箱休 1 枸成，每介箱休 1 包含有



十多介模組，因而一介 LE 昱示屏 常常有几百介模匆。 采用送神方法需要舛

友多 的模組迸行改造，井舛每介模匆的狀恣數搪迸行接收，所花的成本相占屍

大。

況且，速神方法吋于已努生戶、交付使用的 LE 昱示屏 元法迸行監控。

患之，現有昱示屏監控技木成本較高，這虛能力不強 。

友明吶容

本友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神 LE 昱示屏返行監控方法和系 統，以克服現有技木

中成本較高、道座能力不強的缺魚 。

本友明所采用的 LE 昱示屏送行監控方法采用如下步驟

、 升算札改各通迂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監控視頻團像，擾像祝擾取相座

的監控囤像，所迷監控圈像佑連回汁算桃波各
B、 升算桃改各吋所迷監控圈像申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硝定 LE 昱示屏中

模組的工作狀悉 。

所迷的步驟 之前近包括如下步驟

、汁算桃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物理尺寸的几何視

頻團像，擾像桃擬取相虛的几何團像，所迷几何囤像佑速回汁算札改各，汁算

祝設各根搪所述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囤像，得到几何視頻因像和几何因像中所

反映的坐杆信息，井將坐析信息保存。

所迷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 汁算桃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一幅具有黑 色背景和 1 介亮魚

的几何視瀕 圈像，所迷的亮魚分別位于 LE 昱示屏校正四域的四介角端、 四

迪中魚 、四迪的 1/ 赴和 / 赴的位置

、擾像札擾取相座的几何囤像，所述的几何圈像具有相座的黑色背景和 1 介亮

魚，所迷几何囤像侍速回汁算桃改各

、升算札改各取得几何視頻因像均几何圈像中 1 介亮魚的坐析信息，井予以保

存。



所述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汁算祝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分次友送兩幅監控視頻因像，所迷的兩

幅監控視頻因像之間具有黑自互朴昱示的特性

2 、擬像札擾取兩幅相座的監控圈像，所述丙幅監控團像分別侍速回汁算祝役各井保

存。

所迷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汁算桃波各吋丙介監控囤像中每介吋座象素的顏 色和亮度汁算差值的絕吋值，得

到一幅新的合成因像

B2 、汁算札改各根搪坐杆信息，將合成團像規整力均 LE 昱示屏一致的錯果圈像，再

根搪結果囤像中各介象素的狀怒占位置，碉定 LE 昱示屏中各介模組的工作狀

杰
心 。

所迷的步驟 B 包括如下步驟

B 1、汁算札改各根搪坐析信息，吋合成囤像迸行畸艾校正，戶生均 LE 昱示屏一致

的結果囤像

B 、汁算祝汲各根搪 LE 昱示屏中箱休的模姐布局、 以及每介箱休中模匆的 LE 布

局，碉定結果團像中各介象素位置均各介模匆的吋座芙豹
B 、吋座于每介模組，結果因像中的亮魚介效率超迂一改定岡值，則臥定核模組工

作正常，否則，核模組工作不正常。

本友明所采用的 L 昱示屏逗行盟控 系統，包括汁算桃改各、視頻控制器 、LE

昱示屏和至少一介撮像札，汁算札改各、視頻控制器和 LE 並示屏依次相連，所迷的

算札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視頻團像，所迷的撮像祝撤取 LE 昱示

屏所昱示的囤像，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擾像札均什算桃改各相連，其 ，

所述的汁算桃改各向 LE 昱示屏友送監控視頻囤像，搬像札撤取相座的監控團

像，汁算札改各接收、保存撮像札撤取的監控圈像

所述的汁算札改各舛所迷監控囤像申的象素迸行分析 。 汁算赴理，碉定 L 昱



示屏中模組的工作狀怒。

所述的汁算桃改各向 LED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物理尺寸的几何視頻囚

像

擾像札擾取相座的几何囚像，所述几何因像侍速回汁算祝役各

汁算和設各根搪所述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因像，得到几何視頻 圈像和几何囤像

中所反映的坐杆信息，井將坐杆信息保存。

本友明的有益效果力 在本友明中，汁算札波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

友送監控視頻因像，撤像札撮取相座的監控因像，監控因像侍速回汁算祝改各，汁算

桃故各吋監控園像中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碉定 LE 昱示屏中模姐的工作狀恣，

本友明除了需要將擾像祝七汁算札改各相達，不需要迪多 的岡塔布域，也不需要人員

努常查看昱示內容，本友明的成本較低。 特別是，本友明不須吋原有硬件 ( LE 昱示

屏 迸行改造，迭尤其遣合于吋現有 己銓生戶、交付使用的 LE 昱示屏奕行監控，系

統改造成本板低，使得本友明具有很強的這座 能力。

在本友明中，汁算札改各通迂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物

理尺寸的几何祝頻圈像，撤像桃撤取相座的几何囤像，几何因像侍速回汁算祝故各，

汁算札改各根搪所迷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圈像，得到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困像中所反

映的坐析信息，井將坐析信息保存，汁算桃設各可以根搪坐杯信息萊得七 LE 昱示屏

致的因像，使本友明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迸一步提高了本友明的宴用性和可操作

性。

在本友明P ，汁算祝設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分次友送丙幅監控視頻

囤像，兩幅監控視頻圈像之間具有黑自互朴並示的特性，擾像札撤取兩幅相座的監控

團像，丙幅監控囤像分別侍速回汁算札改各井保存，汁算祝設各吋兩介監控圈像中每

介吋座象素的顏 色和亮度汁算差值的砲吋值，得到一幅新的合成囤像，本友明中具有

黑自互朴昱示特性的兩幅監控視頻囤像使得新的合成因像板具鮮明性，而且使得合成

囤像及其后鎊赴理所得因像 ( 如結果困像 吋于象素狀志的判斬吏力完整、宜硯、有

效，迸一步提高了本友明的宴用性。



附團說明

圈 1 力現有技木中 LE 昱示屏系統示意乳
囤 力現有技木申一神 LED 昱示屏監控 系統示意軋
因 力現有技木中另一科 LE 昱示屏監控 系統示意乳
因 力本友明系統示意乳
圈 力本友明基本控制流程示意軋
囤 力本友明具休控制流程示意軋
因 7 力本友明申几何視頻因像示意乳
囤 力本友明中几何因像示意歐
圈 力本友明中第一幅監控祝頻圈像示意軋
因 力本友明中第二幅監控視頻因像示意 圈 。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根搪附囤和奕施例吋本友明作迸一步祥細說明

如囤 所示，本友明包括汁算桃改各 1、視頻控制器 、 LE 昱示屏 和至少一

介擾像札 ，計算札改各 1、視頻控制器 和 LE 昱示屏 依次相連，汁算桃改各 1

通迷視頻控制器 向 LE 昱示屏 友送視頻囤像，擾像桃 擾取 LE 昱示屏 所昱示

的圈像，擾像桃 均汁算札改各 相連。

如園 所示，汁算札改各 向 LE 昱示屏 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 物理尺寸的

几何視頻囤像和盤控視頻團像，撤像札 撮取相座的几何囤像和監控囤像，汁算札改

各 1接收、保存搬像枕 撤取的監控因像和几何圈像。

如囤 所示，汁算桃波各 根搪所述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囤像，得到几何視頻

屆像和几何囤像中所反映的坐杯信息，井將坐杯信息保存，吋監控囤像中的象素迸行

分析、汁算赴理，碉定 LE 昱示屏 中模匆的工作狀怒 。

本友明所使用的方法力

、汁算札改各 通迪視頓控制器 向 LE 昱示屏 友送監控視頻圈像，撮像札 擾

取相座的監控囤像，監控囤像佑遊回汁算札改各 1。

11 、汁算札改各 1吋監控因像中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硝定 LE 昱示屏 中模

組的工作狀怒 。



如因 和囚 所示，本友明的基本控制流程如下

汁算祝改各 1 通迂祝頻控制器 向 LE 昱示屏 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 物理尺

寸的几何視頻囤像，擾像桃 擾取相座的几何因像，几何因像侍速回汁算札改
各 1，升算桃改各 1 根搪几何祝頻因像和几何囤像，得到几何視頻囤像和几何

因像中所反映的坐杯信息，井將坐杯信息保存。

二 ) 汁算札改各 1 通迂視頻控制器 向 LE 昱示屏 分次友送丙幅監控視頻固像，
兩幅監控視頻 因像之同具有黑自互朴昱示的特性。

三 ) 擾像祝 擾取兩幅相座的監控圈像，兩幅監控囚像分別侍速回汁算桃改各 1 井

保存。

四 汁算祝改各 1 村丙介監控囤像中每介吋虛 象素的顏 色和亮度汁算差值的砲舛

值，得到一幅新的合成圈像。

五 汁算祝改各 1根搪坐析信息，將合成因像規整力勻 L 昱示屏 致的鈷果囤

像，再根搪結果困像中各介象素的狀怒占位置，碉定 LE 昱示屏 中各介模姐

的工作狀悉 。

如囤 和圈 所示，本友明的具休控制流程如下

1． 如因 所示，汁算祝改各 通迂視頻控制器 向 L 昱示屏 友送一幅具有黑

色背景和 1 介亮魚的几何視頻圈像，亮魚分別位于 LE 昱示屏 校正四域的

四介角端 。 四述中魚 、四迪的 / 赴和 / 赴的位置，在因 中，"X " 形 啊

影部代表黑 色背景，" " 形則代表亮魚 。

． 撮像札 擬取相座的几何囤像，如囤 所示，几何囤像具有相座的 色背景和

1 介亮魚，所迷几何囤像侍速回汁算札改各 ，在因 中，"X " 形 佣影部代

表黑 色背景，" " 形則代表亮魚 。

． 汁算札改各 1 取得几何視頻囤像均几何因像中 仟 介亮魚的坐析信息，井予以

保存。

， 汁算札汲各 通迂祝頻控制器 向 L 昱示屏 友送第一幅監控視頻固像，如

囚 所示，第一幅監控視頻因像力臥橫黑自方格交錯的囤像。

． 擬像祝 撮取第一幅監控團像，核第一幅監控囤像侍速回升算札改各 1。



． 汁算札改各 栓醃收到的第一幅監控困像是否正常，即汁算札改各 1 判斬因像

是否有效和真奕，迸行如下操作

1．在取囤像迂程中沒有出現錯誤，井且所取得的因像沒有弄常救搪，則祝明

囤像有效。

在取因像吋，如果擾像札 友生故障，則可能取不到圈像，也可能取
得的囤像基本上是黑 色的，則不能買奕地反映 LE 昱示屏 的播放函面 。

如果擾像札 受到太佣光在 LE 昱示屏 上的反射太強烈，或者由于

撤像札 的鬥題，則有可能取得的囤像基本上是自色的，也不能具宴地
反映昱示屏的播放函面。

判晰因像是否具奕 吋，統升因像中所有象素的亮度值，如果亮度小于
2 M魚的介數超迂忌魚敖的 則臥力因像不具究 同祥亮度大于

的魚的介救超迂患魚數的 則也臥力囤像不其奕 。

其叱 顏 色的亮度值汁算公式如下
L * . + * . + B* . 1

其中 L 力魚的亮度 力魚的紅色值 力魚的錄 色值 B 魚的藍
色值。

若判晰正常，姥鏤如下步驟 。

， 否則，判晰力不正常，返回上迷步驟 重夏擬取，一般而言，可以設定倘

若連埃 次不正常的祐，則退出、 結柬流程。

． 汁算札改各 1保存第一幅監控囤像。

． 汁算桃波各 1 通迂視頻控制器 向 LE 昱示屏 友送第二幅監控視頻因像，如

圈 1 所示，第二幅監控視頻圈像也力臥橫黑自方格交錯的囤像。 第一幅監控

視頻囿像均第二幅監控視頻圈像之岡具有黑自互朴昱示的特性，即，舀第一幅

監控視頻囤像力自方格，在相虛位置，第二幅監控視頻圈像力黑方格 舀第一

幅監控視頻因像力黑方格，在相虛位置，第二幅監控視頻囚像力自方格。

． 擾像桃 擾取第二幅監控因像，咳第二幅監控囤像侍速回汁算祝役各 1。

． 汁算桃改各 1栓醃收到的第二幅監控因像是否正常，迸行如下操作

1 1．若判晰正常，錨鏤如下步驟 11.
．否則，判晰力不正常，返回上迷步驟 重夏撤取，一般而言，同桿可以

改定倘若連埃 次不正常的祐，則退出、 錯束流程 。

1．汁算札改各 1保存第二幅監控囤像。



1 ． 汁算札故各 吋兩介監控囤像中每介吋虛 象素的顏 色和亮度汁算差值的絕吋

值，得到一幅新的合成固像，井迸行二值化赴理。

二值化的具休算法如下

給定固像 具有灰度范園 z Z X Z 名，，如果

丈
丁 O，力

，， 私力紉
' 叩， x，力 r

兀休力力圈像 x y 以 力 鬥限的二值圈像。

在本宴施例 p ，取 二1 ， 二 ，n二 。

1 ， 汁算札故各 根搪坐杯信息，舛合成團像迸行畸奕校正，戶生均 LED 昱示屏

一致的結果囤像。

．汁算桃改各 根搪 L 昱示屏 中箱休的模組布局、以及每介箱休中模匆的 LE

布局，碉定結果囤像中各介象素位置均各介模姐的吋座芙紀 現假故 LE 昱示

屏 中箱休的模組布局力 ，，每介箱休申模組的 LE 布局力 ，L。 結果囤

像的四介角七 LE 昱示屏 四介角相吋座，故定圈像象素力 ，
。則囤像象素

x y 吋座昱示屏 LE 位置也乃 力

叨
肋

兀

吋座箱休模組的坐杆力

叭 一

八 伊了

1 ．吋座于每介模姐，結果團像中的亮魚 ( 即自魚，虹、綠、藍都力 ) 的介數

率超迂一改定國值 ，改定 二 汎 即 占亮魚的介數率大于 汎 則臥定咳模姐

工作正常。否則，暗魚 ( 即黑魚，紅、綠、藍都力 ) 的介數率大于或等于 ，

祝明核模組工作不正常。

宴阮上，基于相同或相似的工作方式，本友明可以在播放布 目內容的迪程中根

搪函面的交化同吋迸行模匆分析，根搪以上奕施例的戶友，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可以



不需要付出劍造性旁功即可奕施，此赴不再贅迷。

綜上所述，冬管本友明的基本錯枸 。 方法通迪上迷具休宴施例予以閘迷，在不

脫萬本友明要旨的前提下，根搪以上所迷的后友，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可以不需要付

出劍造性旁功即可宴施雯換 /替代形式或組合，此赴不再贅迷。

工止宴用性

在本友明叱 汁算祝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並示屏友送監控視頻因像，撮像

桃擾取相座的監控圈像，監控因像侍速回汁算桃改各，汁算札改各吋監控囤像中的象

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碉定 LE 昱示屏中模組的工作狀怒，本友明除了需要將撮像

札均升算札改各相連，不需要迪多 的同絡布域，也不需要人員 努常查看昱示內容，本

友明的成本較低。 特別是，本友明不須吋原有硬件 ( LE 昱示屏 ) 迭行改造，迭尤其

迢合于吋現有 已銓生戶、交付使用的 LE 並示屏奕行監控，系統改造成本板低，使得

本友明具有很強的這座能力。



枚利要求

．一神 LE 昱示屏返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它采用如下步驟

B、 汁算桃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監控視頻 圈像，擾像祝擾取

相座的監控圈像，所迷監控圈像借速回汁算桃改各
、 升算祝改各吋所迷監控圈像中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硝定 LE 昱示

屏中模組的工作狀怒 。

．根搪柢利要求 所迷的 LE 昱示屏逗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步驟

之前近包括如下步驟

、汁算桃改各通迪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物理尺寸的

几何視頻圈像，接像札擾取相座的几何囤像，所迷几何圈像估速回汁算札

改各，汁算祝改各根搪所迷几何視頻團像和几何因像，得到几何視頻園像

和几何圈像中所反映的坐杯信息，井將坐杆信息保存。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述的 LE 昱示屏送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汁算祝波各通迂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一幅具有黑 色腎景和 1 介

亮魚的几何視頻 圈像，所迷的亮魚分別位于 LED 昱示屏校正區域的四介角

端 、 四迪申魚 、四迪的 1/ 赴和 / 赴的位置

、擾像祝擾取相座的几何團像，所迷的几何因像具有相座的黑 色背景和 1

介亮魚，所述几何圈像侍逮回汁算桃故各

、 什算祖故各取得几何視頻 團像均几何圈像中 1 介亮魚 的坐杯信息，井予

以保存。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 LE 昱示屏返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 升算札浚各通迂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分次友送丙幅盤控視頻因像，所

迷的丙幅監控視頻囤像之同具有黑自互朴昱示的特性

、擾像札撤取兩幅相座的監控圈像，所迷兩幅監控圈像分別侍速回汁算札波

各井保存。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迷的 L 昱示屏迭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步驟

包括如下步驟



B 、汁算桃改各吋兩介監控圈像申每介吋座象素的顏 色和亮度汁算差值的砲吋

值，得到一幅新的合成囤像

B 、 汁算桃故各根搪坐杯信息，將合成因像規整力均 LE 昱示屏一致的結果圈

像，再根搪錯果圈像中各介象素的狀悉占位置，硝定 LE 昱示屏中各介模

組的工作狀怒。

乙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述的 LE 昱示屏遠行監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步驟 B

包括如下步驟

B 1、汁算杭改各根搪坐杯信息，吋合成囤像迸行畸交校正，戶生均 LE 並示屏

一致的結果圈像

B2 ．汁算桃設各根搪 LE 昱示屏中箱休的模組布局、以及每介箱休中模組的 LE

布局，碉定錯果圈像申各介象素位置均各介模組的吋座夫乳
、吋座于每介模組，結果團像中的亮魚介數率超迪一故定國值，則臥定核模

組工作正常，否則，核模匆工作不正常。

， 一神 LE 昱示屏逗行盤控 系統，包括汁算桃改各、視頻控制器 、LE 昱示屏和至

少一介撮像桃，汁算札故各、視頻控制器和 LE 昱示屏依次相連，所迷的汁算

桃改各通迷視頻控制器向 LE 昱示屏友送視頻圈像，所迷的擾像祝擬取 LE 昱

示屏所昱示的圈像，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攘像札均汁算桃改各相連，其叱
所迷的汁算桃改各向 LE 昱示屏友送監控視頻囤像，擾像札擾取相座的監

控囤像，汁算桃改各接收、保存撮像桃擾取的監控囤像

所迷的汁算祝波各舛所迷監控囤像中的象素迸行分析、汁算赴理，碉定 LE

昱示屏中模組的工作狀怒 。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述的 LE 昱示屏逗行監控 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汁算札改各向 LE 昱示屏友送反映 LE 昱示屏物理尺寸的几何視頻

囤像

撤像桃撤取相座的几何因像，所迷几何圈像佑速回汁算桃改各

汁算桃改各根搪所迷几何視頻團像和几何囤像，得到几何祝頻囤像和几何

囤像中所反映的坐杯信息，井將坐析信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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