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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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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自动跟随行李箱，具体涉及一种

涉及小型双目摄像机近距离抗干扰的目标模版

局部surf快速匹配识别、双目视觉测距定位、单

片机基于模糊控制的目标快速跟随算法，以及控

制器小型化嵌入式设计的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

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李箱。一种基于

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

李箱，包括箱体外壳1、小型双目摄像机2、电机及

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滚动滑轮5、单片机控

制器6、蓄电池7。该智能行李箱只需要配备普通

的双目摄像头，单片机控制器以及电机舵机及其

驱动即可，性价比较高，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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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李箱，包括箱体外壳(1)、

小型双目摄像机(2)、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滚动滑轮(5)、单片机控制器

(6)、蓄电池(7)，其特征在于：利用安装在箱体外壳(1)、正面顶部的小型双目摄像机(2)、近

距离获取主人侧面的图像信息，并识别主人腰间佩戴的特征物品，通过双目视觉定位原理

测得特征目标的相对位置，由单片机控制器(6)、控制安装在箱体外壳(1)、底部的电机及其

驱动(3)，带动滚动滑轮(5)、转动，完成直线跟随的任务，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单片机控制器

(6)、控制其舵机及其驱动，旋转滚动滑轮(5)的方向，在转弯时，调整行李箱的跟随姿态以

及移动方向，完成转弯跟随的任务；蓄电池(7)为单片机控制器(6)与电机及其驱动(3)、舵

机及其驱动(4)提供了所需的电力；

小型双目摄像机(2)、嵌入在箱体外壳(1)正面的顶部，单片机控制器(6)、和电机及其

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以及蓄电池(7)均为小系统集成封装，被安置在箱体外壳(1)最

底部；单片机控制器(6)会检测蓄电池(7)的电量；

单片机控制器目标识别算法采用的是一种目标模版局部surf快速匹配识别算法；通过

预先采集佩戴物品的图像并利用surf算法提取其关键点的特征向量，再分别对左右摄像机

获取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匹配，从而建立了双目目标之间的互匹配关系，排除了背景特征点

的干扰，使得单片机控制器只需要对目标进行surf匹配计算；

单片机控制器的跟踪算法采用的是基于速度和航向的模糊控制，该算法根据识别到的

目标相对行李箱的空间位置信息与给定跟随保持位置信息做比对，分别从主人与其身旁的

行李箱距离以及两者之间前后的偏移距离作为模糊控制的判断依据；首先根据水平距离确

定航向，即舵机角度，使主人与行李箱始终保持平行移动的跟随状态；然后再根据其前后偏

移调整电机的转速，使主人与行李箱保持相对一致的前进后退速度，并根据之前确定的航

向信息，在主人转弯时适当的调整左右轮的转速差，在主人身旁跟随其转弯移动；

主要动作过程如下：

箱体外壳、正面顶部的小型双目摄像机、近距离获取主人侧面的图像，并将图像信息实

时传输给单片机控制器、进行处理，单片机控制器、利用目标模版局部surf快速匹配识别算

法，提取主人身上佩戴的特征物体，将该物体锁定为目标，并对其进行测距定位；

获取的目标位置信息会在单片机控制器、内部进行处理，将与给定的参考跟随保持位

置进行比对作差，进一步作为电机及其驱动，舵机及其驱动的输入，控制滚动滑轮、转动，带

动箱体外壳前进或是转弯，完成跟随主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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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李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跟随行李箱，具体涉及一种涉及小型双目摄像机近距离抗干扰的

目标模版局部surf快速匹配识别、双目视觉测距定位、单片机基于模糊控制的目标快速跟

随算法，以及控制器小型化嵌入式设计的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

随行李箱。

背景技术

[0002] 行李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长途出行的必备工具。传统的拉杆箱的确可以方便人们

携带较重的物品，但是人们的双手依旧没有得到解放，长时间的拖动沉重的旅行箱行走也

会使人产生疲劳。

[0003] 现如今已经有工程师想到了利用电力代替人力的自跟随行李箱，而解决自动跟随

主人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李箱通过何种传感器对主人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实时的定位。放眼

国外，西班牙的工程师利用蓝牙通信技术打造了一款自动识别手机蓝牙信号的行李箱。在

国内，也有人想到利用超声波或者红外传感器来检测行李箱和人的相对距离，达到跟踪控

制的目的，但这些方法都无法让行李箱真正地“看到”，并识别它的主人。而且在公共场合，

无论是蓝牙，超声波，还是红外传感器都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各种干扰，缺少视觉系统的

行李箱不但没有识别和避障能力，甚至有可能失控撞到行人。而基于双目摄像机的识别定

位则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基于视觉伺服的闭环控制系统结构简单，算法计算量

小，实时性和鲁棒性都更优越，成本也较低，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双目摄像机识别主人身上佩戴的特征物品，并实

时对主人进行定位，跟随其主人移动的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

行李箱。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李箱，包括箱体外壳1、

小型双目摄像机2、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滚动滑轮5、单片机控制器6、蓄电池7，

利用安装在箱体外壳1、正面顶部的小型双目摄像机2、近距离获取主人侧面的图像信息，并

识别主人腰间佩戴的特征物品，通过双目视觉定位原理测得特征目标的相对位置，由单片

机控制器6、控制安装在箱体外壳1、底部的电机及其驱动3，带动滚动滑轮5、转动，完成直线

跟随的任务，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单片机控制器6、控制其舵机及其驱动，旋转滚动滑轮5的方

向，在转弯时，调整行李箱的跟随姿态以及移动方向，完成转弯跟随的任务；蓄电池7为单片

机控制器6与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提供了所需的电力。

[0007] 识别算法采用基于目标模版的局部surf快速检测，通过预先单独对佩戴的特征物

体进行图像采集和特征点提取，再分别对左右摄像机获取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匹配，进而达

到了单一目标的双目互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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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下位机的控制算法采用基于速度和航向的综合模糊控制，根据高精确识别定

位后的行李箱相对主人的水平距离和两者前后的偏移距离与给定跟随保持相对距离作对

比，用来分别对速度和航向进行模糊控制。

[0009] 小型双目摄像机2、嵌入在箱体外壳1正面的顶部，单片机控制器6、和电机及其驱

动3、舵机及其驱动4以及蓄电池7均为小系统集成封装，被安置在箱体外壳1最底部；单片机

控制器6会检测蓄电池7的电量。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1] 作为智能行李箱的外界感知传感器，双目摄像机不仅具有识别能力和定位能力，

视觉伺服反馈控制的本身也具有算法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由于检测的目标是主人

腰间佩带的一个特征物体，在行走过程中不会因为晃动发生剧烈变化，大大减少了单片机

识别的计算量，因此该系统兼顾了鲁棒性和实时性。这也使得行李箱能够更准确，更稳定的

跟随主人移动，不但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也使人们无行李箱因为信号干扰失控的后顾之忧。

该智能行李箱只需要配备普通的双目摄像头，单片机控制器以及电机舵机及其驱动即可，

性价比较高，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系统工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举例对本发明做更详细地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左右小型摄像机将获取的实时图像传输至单片机，单片机控制器根据

其目标识别和跟踪算法，将位置信息变成控制量输入运动控制驱动，使电机和舵机按设计

好的跟随控制算法运动。

[0017] 它包括箱体外壳1、小型双目摄像机2、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滚动滑轮

5、单片机控制器6。

[001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19] 小型双目摄像机2、被嵌入安装在箱体外壳1、正面的顶部，与位于箱体外壳1、底部

的单片机控制器6相连进行串口通信，为其提供主人的实时图像，单片机控制器6、又与位于

箱体外壳1、底部的电机及其驱动3、和舵机及其驱动4、相连并进行串口通信，获取实时的移

动控制指令。在跟随时，单片机控制器6、从获取的实时图像中识别出主人身上的携带的特

征物品以后，由双目视觉定位原理计算其空间位置信息，并与给定参考的跟随保持相对位

置作比较，构成视觉负反馈闭环控制系统，其控制对象为电机及其驱动3、和舵机及其驱动

4，根据相应控制指令，分别对速度和航向进行模糊控制，使滚动滑轮5、带动行李箱的箱体

外壳1、精确地移动，转弯，从而完成跟随主人移动的任务。蓄电池7、为整个系统运转提供了

电力能源。单片机会实时检测蓄电池电量，并在其电量不足时提示主人。

[0020] 其系统工作框图如图所示：

[0021] 如图所示，单片机控制器目标识别算法采用的是一种目标模版局部surf快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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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算法。通过预先采集佩戴物品的图像并利用surf算法提取其关键点的特征向量，再分

别对左右摄像机获取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匹配，从而建立了双目目标之间的互匹配关系，排

除了背景特征点的干扰，使得单片机控制器的只需要对目标进行surf匹配计算，实时性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腰间的佩戴物在行走时也不会发生剧烈的晃动，检测环境的稳定性

也得到了保障。综上所述，该算法可以满足在复杂环境下行李箱的高可靠性定位和快速实

时的跟随。

[0022] 单片机控制器的跟踪算法采用了的是基于速度和航向的模糊控制，该算法根据识

别到的目标相对行李箱的空间位置信息与给定跟随保持位置信息做比对，分别从主人与其

身旁的行李箱距离以及两者之间前后的偏移距离作为模糊控制的判断依据。首先根据水平

距离确定航向，即舵机角度，使主人与行李箱始终保持平行移动的跟随状态。然后再根据其

前后偏移调整电机的转速，使主人与行李箱保持相对一致的前进后退速度，并根据之前确

定的航向信息，在主人转弯时适当的调整左右轮的转速差，在主人身旁跟随其转弯移动。

[0023] 整个单片机控制器与电机舵机驱动被集成封装在一起，安置在箱体外壳的底部，

使箱体外壳内部的空间最大化，不影响传统行李箱原本的储物功能。

[0024] 本发明的主要动作过程如下：

[0025] 1、箱体外壳1、正面顶部的小型双目摄像机2、近距离获取主人侧面的图像(范围在

1米之内)，并将图像信息实时传输给单片机控制器6、进行处理，单片机控制器6、利用目标

模版局部surf快速匹配识别算法，提取主人身上佩戴的特征物体，将该物体锁定为目标，并

对其进行测距定位。

[0026] 2、获取的目标位置信息会在单片机控制器6、内部进行处理，它将与给定的参考跟

随保持位置进行比对作差，进一步作为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的输入，控制滚动

滑轮5、转动，带动箱体外壳前进或是转弯，完成跟随主人的任务。

[0027] 如图1所示，箱体外壳1、双目摄像机2、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4、滚动滑轮

5、单片机控制器6、蓄电池7、。

[0028] 行李箱箱体外壳1、正面顶部安装的小型双目摄像机2、正对其主人的侧面，并获取

实时图像。在行李箱跟随主人移动之前，双目摄像机2、会提取并锁定主人腰间佩戴的特征

物品，作为跟随目标。整个跟随过程行李箱始终在主人侧面移动，并实时地从图像中识别出

该特征目标，通过双目测距对其进行实时定位。特征目标的相对位置信息，与给定的跟踪保

持位置作对比，经单片机控制器6、算法处理后，作为电机及其驱动3、舵机及其驱动、的输入

控制信号，使电机舵机根据一定的跟踪算法原则运行，驱使滚动滑轮5、带动箱体外壳1、作

直线和转弯移动，来完成实时跟随任务。系统工作过程中单片机控制器6、会实时检测蓄电

池7、的剩余电量，并在电量不足时提示。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双目视觉快速高鲁棒性识别、定位的自动跟随行李箱，该

发明利用双目视觉作为行李箱感知外界获取主人位置信息的主要手段。其组成包括箱体外

壳，小型双目摄像机，电机及其驱动，舵机及其驱动，单片机控制器，滚动滑轮、蓄电池。本发

明的目的是使人们在携带行李箱出行的途中，无需手动拖动沉重的行李，而是由基于双目

视觉伺服的行李箱识别主人腰间佩戴的特征物品，并对主人进行实时定位。依靠单片机控

制电机和舵机，根据一定航向和速度的控制算法，使行李箱自主跟随主人移动。其内置有蓄

电池为整个系统供电，也可以为个人携带的电子设备充电。单片机控制器会自动检测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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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电量，并在不足时提示主人需要充电。

[0030] 整个行李箱的外形大小和重量参考民航运输规定中乘客自理的标准登机箱设计

(也可以针对地面交通工具制定更大的尺寸和运载重量)。硬件控制系统采用小型化嵌入式

设计，基本不占用行李箱的储物空间。综上所述，该发明为远途外出的人们，尤其是高端商

务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舒适性。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127117 B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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