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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广告牌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广告牌，包括：本体、

立柱以及设置在所述立柱上的显示屏，所述立柱

上设置有支杆，所述支杆上设置有照明灯，所述

本体顶部设置有顶棚，所述顶棚上设置有太阳能

板。本发明太阳能广告牌设置有照明灯和太阳能

板，照明灯能够兼做路灯照明用，太阳能板能够

对显示屏和照明灯进行供电，节能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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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广告牌，其特征在于，包括：本体(1)、立柱(2)以及设置在所述立柱(2)上

的显示屏(3)，所述立柱(2)上设置有支杆(4)，所述支杆(4)上设置有照明灯(5)，所述本体

(1)顶部设置有顶棚(6)，所述顶棚(6)上设置有太阳能板(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广告牌，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图像抓拍单元，设置在所述支杆(4)上，用于对太阳能广告牌所在表演场地进行图像抓

拍操作，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场地抓拍图像；

SDRAM存储单元，用于预先存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设置拍摄方向的基准背景图以及左

侧背景图和右侧背景图；

其中，所述基准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拍摄的无运动目标

的图像，所述左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左侧偏离后拍摄的无

运动目标的图像，所述右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右侧偏离后

拍摄的无运动目标的图像；

均值分析单元，分别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和所述SDRAM存储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场

地抓拍图像、所述基准背景图、所述左侧背景图和所述右侧背景图，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

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目标分量值，对所述基

准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背景分量

值，对所述左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

为左侧分量值，对所述右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

作结果以作为右侧分量值。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广告牌，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均值匹配单元，与所述均值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目标分量值、所述背景分量

值、所述左侧分量值以及所述右侧分量值，计算所述目标分量值和所述背景分量值的差值，

当所述差值超限时，发出方向改变信号，并将所述目标分量值分别与所述左侧分量值和所

述右侧分量值匹配，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大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时，发

出左向偏移信号，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小于等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时，

发出右向偏移信号；

驱动电机，分别与所述均值匹配单元和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左

向偏移信号时，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右侧偏转，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右向偏移信号时，

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左侧偏转；

自动调整单元，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确定所述场地

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并基于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分块

处理，以获得大小相同的多个图像分块，对每一个图像分块执行以下处理：基于OTSU算法获

取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基于OTSU算法获取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

个二值化阈值，基于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对所述图像分块的

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并输出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

值；在所述自动调整单元中，基于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对

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包括：所述图像分

块邻域图像分块与所述所述图像分块的匹配度越高，则所述图像分块邻域图像分块对所述

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的影响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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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块合并单元，与所述自动调整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多个图像分块以及每一个图

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基于每一个图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对所述图像分块进行二

值化处理以获得二值化分块，并将各个图像分块分别对应的各个二值化分块进行合并，对

合并后的图像进行边缘融合以获得融合的图像，并作为融合处理图像输出；

孤点去除单元，与所述分块合并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融合处理图像，并对所述融合

处理图像中的孤点进行去除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孤点去除图像；

参数分析单元，与所述孤点去除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分析所述孤点

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并输出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

自动处理单元，与所述参数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和

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根据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确定对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执行特征

深化处理的强度，并输出执行特征深化处理后获得的自动处理图像；

儿童识别单元，与所述自动处理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自动处理图像，基于预设儿童

体形对所述自动处理图像进行儿童目标搜索，并基于搜索结果确定是否发出存在儿童目标

信号；所述显示屏(3)接收到所述儿童目标信号后显示卡通广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广告牌，其特征在于，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越

小，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分块处理获得的图像分块的数量越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太阳能广告牌，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自动处理单元中，所述孤点

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越宽，对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执行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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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广告牌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广告牌。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广告进入人们的视野，户外大型广告牌也

得到迅猛发展。广告牌泛指一切传递广告信息的户外媒体，媒体大小按实际环境而定。广告

牌种类：射灯大型广告牌、单立柱大型广告牌(简称单立柱)、大型灯箱、候车亭大型广告牌、

地铁大型广告牌、公交车大型广告牌、火车站大型广告牌等。现有的一些大型广告牌并不具

备路灯照射功能，整体的使用功能性较为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设置有照明灯和太阳能板的太阳能广告牌。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广告牌，包括：本体、立柱以及设置

在所述立柱上的显示屏，所述立柱上设置有支杆，所述支杆上设置有照明灯，所述本体顶部

设置有顶棚，所述顶棚上设置有太阳能板。太阳能广告牌设置有照明灯和太阳能板，照明灯

能够兼做路灯照明用，太阳能板能够对显示屏和照明灯进行供电，节能又环保。

[0007] 本技术方案的太阳能广告牌主要用于表演场地、展会等场合用，而现有的一些广

告牌其智能化水平不高，缺乏对儿童人体的检测及针对儿童显示卡通动画的功能。因此，本

技术方案的太阳能广告牌还包括：

[0008] 图像抓拍单元，设置在所述支杆上，用于对太阳能广告牌所在表演场地进行图像

抓拍操作，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场地抓拍图像；

[0009]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存储

单元，用于预先存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设置拍摄方向的基准背景图以及左侧背景图和右侧

背景图；

[0010] 其中，所述基准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拍摄的无运动

目标的图像，所述左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左侧偏离后拍摄

的无运动目标的图像，所述右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右侧偏

离后拍摄的无运动目标的图像；

[0011] 均值分析单元，分别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和所述SDRAM存储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

述场地抓拍图像、所述基准背景图、所述左侧背景图和所述右侧背景图，对所述场地抓拍图

像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目标分量值，对所

述基准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背景分

量值，对所述左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

作为左侧分量值，对所述右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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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以作为右侧分量值。

[0012] 进一步的，还包括：

[0013] 均值匹配单元，与所述均值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目标分量值、所述背景分

量值、所述左侧分量值以及所述右侧分量值，计算所述目标分量值和所述背景分量值的差

值，当所述差值超限时，发出方向改变信号，并将所述目标分量值分别与所述左侧分量值和

所述右侧分量值匹配，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大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时，

发出左向偏移信号，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小于等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

时，发出右向偏移信号；

[0014] 驱动电机，分别与所述均值匹配单元和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

述左向偏移信号时，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右侧偏转，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右向偏移信

号时，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左侧偏转；

[0015] 自动调整单元，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确定所述

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并基于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

分块处理，以获得大小相同的多个图像分块，对每一个图像分块执行以下处理：基于OTSU算

法获取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基于OTSU算法获取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

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基于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对所述图像分

块的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并输出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

后阈值；在所述自动调整单元中，基于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

值对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包括：所述图

像分块邻域图像分块与所述所述图像分块的匹配度越高，则所述图像分块邻域图像分块对

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的影响程度越大；

[0016] 分块合并单元，与所述自动调整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多个图像分块以及每一

个图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基于每一个图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对所述图像分块进

行二值化处理以获得二值化分块，并将各个图像分块分别对应的各个二值化分块进行合

并，对合并后的图像进行边缘融合以获得融合的图像，并作为融合处理图像输出；

[0017] 孤点去除单元，与所述分块合并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融合处理图像，并对所述

融合处理图像中的孤点进行去除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孤点去除图像；

[0018] 参数分析单元，与所述孤点去除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分析所述

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并输出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

[0019] 自动处理单元，与所述参数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

围和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根据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确定对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执行

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并输出执行特征深化处理后获得的自动处理图像；

[0020] 儿童识别单元，与所述自动处理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自动处理图像，基于预设

儿童体形对所述自动处理图像进行儿童目标搜索，并基于搜索结果确定是否发出存在儿童

目标信号；所述儿童识别单元搜索到儿童目标后发出所述儿童目标信号，所述显示屏接收

到所述儿童目标信号后显示卡通广告。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越小，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分块处

理获得的图像分块的数量越多。

[0022] 进一步的，在所述自动处理单元中，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越宽，对所述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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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去除图像执行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越小。

[0023] (三)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太阳能广告牌设置有照明灯和太阳能板，照明灯能够兼做路灯照明用，太

阳能板能够对显示屏和照明灯进行供电，节能又环保。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太阳能广告牌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为本体、2为立柱、3为显示屏、4为支杆、5为照明灯、6为顶棚、7为太阳能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广告牌，包括：本体1、立柱2以及设置在所述立柱

2上的显示屏3，所述立柱2上设置有支杆4，所述支杆4上设置有照明灯5，所述本体1顶部设

置有顶棚6，所述顶棚6上设置有太阳能板7。本实施例太阳能广告牌设置有照明灯和太阳能

板，照明灯能够兼做路灯照明用，太阳能板能够对显示屏和照明灯进行供电，节能又环保。

[0028] 本实施例的太阳能广告牌主要用于表演场地、展会等场合用，而现有的一些广告

牌其智能化水平不高，缺乏对儿童人体的检测及针对儿童显示卡通动画的功能。因此，本实

施例太阳能广告牌还包括：

[0029] 图像抓拍单元，设置在所述支杆4上，用于对太阳能广告牌所在表演场地进行图像

抓拍操作，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场地抓拍图像；

[0030]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存

储单元，用于预先存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设置拍摄方向的基准背景图以及左侧背景图和右

侧背景图；

[0031] 其中，所述基准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拍摄的无运动

目标的图像，所述左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左侧偏离后拍摄

的无运动目标的图像，所述右侧背景图为所述图像抓拍单元预先按照设置拍摄方向右侧偏

离后拍摄的无运动目标的图像；

[0032] 均值分析单元，分别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和所述SDRAM存储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

述场地抓拍图像、所述基准背景图、所述左侧背景图和所述右侧背景图，对所述场地抓拍图

像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目标分量值，对所

述基准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作为背景分

量值，对所述左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操作结果以

作为左侧分量值，对所述右侧背景图的所有像素点的红色分量值进行求均值操作，以获取

操作结果以作为右侧分量值；

[0033] 均值匹配单元，与所述均值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目标分量值、所述背景分

量值、所述左侧分量值以及所述右侧分量值，计算所述目标分量值和所述背景分量值的差

值，当所述差值超限时，发出方向改变信号，并将所述目标分量值分别与所述左侧分量值和

所述右侧分量值匹配，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大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时，

发出左向偏移信号，当与所述左侧分量值的匹配度小于等于与所述右侧分量值的匹配度

时，发出右向偏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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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驱动电机，分别与所述均值匹配单元和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

述左向偏移信号时，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右侧偏转，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右向偏移信

号时，驱动所述图像抓拍单元向左侧偏转；

[0035] 自动调整单元，与所述图像抓拍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确定所述

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并基于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

分块处理，以获得大小相同的多个图像分块，对每一个图像分块执行以下处理：基于OTSU算

法获取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基于OTSU算法获取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

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基于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值对所述图像分

块的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并输出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

后阈值；在所述自动调整单元中，基于所述图像分块邻域的各个图像分块的各个二值化阈

值对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进行调整以获得所述图像分块的调整后阈值包括：所述图

像分块邻域图像分块与所述所述图像分块的匹配度越高，则所述图像分块邻域图像分块对

所述图像分块的二值化阈值的影响程度越大；

[0036] 分块合并单元，与所述自动调整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多个图像分块以及每一

个图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基于每一个图像分块对应的调整后阈值对所述图像分块进

行二值化处理以获得二值化分块，并将各个图像分块分别对应的各个二值化分块进行合

并，对合并后的图像进行边缘融合以获得融合的图像，并作为融合处理图像输出；

[0037] 孤点去除单元，与所述分块合并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融合处理图像，并对所述

融合处理图像中的孤点进行去除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孤点去除图像；

[0038] 参数分析单元，与所述孤点去除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分析所述

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并输出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

[0039] 自动处理单元，与所述参数分析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

围和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根据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确定对所述孤点去除图像执行

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并输出执行特征深化处理后获得的自动处理图像；

[0040] 儿童识别单元，与所述自动处理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自动处理图像，基于预设

儿童体形对所述自动处理图像进行儿童目标搜索，并基于搜索结果确定是否发出存在儿童

目标信号；所述儿童识别单元搜索到儿童目标后发出所述儿童目标信号，所述显示屏3接收

到所述儿童目标信号后显示卡通广告。

[0041] 所述场地抓拍图像的模糊程度越小，对所述场地抓拍图像进行分块处理获得的图

像分块的数量越多。

[0042] 在所述自动处理单元中，所述孤点去除图像的动态范围越宽，对所述孤点去除图

像执行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越小。

[0043] 本实施例太阳能广告牌针对现有技术中广告牌缺乏对儿童人体的检测及针对儿

童显示卡通动画的技术问题，通过对附近的儿童目标搜索结果，确定显示屏是否显示卡通

广告；基于图像的动态范围确定对抓拍图像执行特征深化处理的强度，以对动态范围较窄

的图像执行高强度的特征深化处理，从而方便后续的目标检测和识别操作；建立了自适应

的二值化阈值的自动调整机制，尤其是引用了邻域的图像阈值进行调整，为后续图像处理

提供了方便；根据抓拍图像与背景图像的匹配结果，确定抓拍图像偏移预设拍摄角度的方

向，并基于偏移方向对抓拍单元进行相应的驱动控制操作，实现抓拍单元拍摄方向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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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归位。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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