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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设计概述 

1.1 设计目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智能识别系统被更广泛的应用到生活中的

各个领域中，小到日常办公中扫描图片文字内容转换为文档，大到人流量大的公

共场合的身份识别，还有自动化流水生产线上机械手的机械定位，这些不同形式

的智能识别系统，都不断提升着人们日常的工作生产效率，改善着我们的生活环

境，使之更有序更安全。 

本次课题着力于在国产 2k 龙芯派上搭建智能图像识别系统，以实现对不同

类物体的识别功能，并达到一个较高的识别精度。 

 

1.2 应用领域 

1）对文档文字信息采集识别功能，将文档转化位数字文档，方便日常办公； 

2）对一些具有不同外表特征的物件进行识别，配合工业流水生产线，可以实

现混合物件的分类功能； 

3）在一些人流量较大，如机场，高铁站，或者是许可进入的场所如会员制健

身房等提供人脸识别系统； 

 

1.3 主要技术特点 

1）在 2k 龙芯派上分别安装了 centos 系统、loongnix 系统与 sylixos 系统，通

过对比与调研，基于用户操作的自由程度、参考资料获取的难易程度等最

终选用了 loongnix 操作系统，并通过交叉编译与本地 yum 源安装了各类

python 科学计算第三方包，后续开发人员无需配置可直接使用。 

2）使用 Python 编写代码，首先通过 tkinter 模块内置函数获取到用户选择的

文件路径，程序自动调用百度 AI 图象识别接口获取到图片文件的类型，

之后根据图片内容调用不同的应用程序接口实现图像识别，可处理的图

片内容包括生活中各类物体图片、文字图片与人脸识别，最后读取识别结

果并以对话框的形式显示出来。 

3）与常见的嵌入式图片识别系统不同，本文实现的基于 2k 龙芯派的智能图

像识别系统无需特定指定识别内容，可根据图片内容智能实现图片分类

自动识别文字图片、生活中常见物体（动植物）与人脸比对识别。 



 

1.4 关键性能指标 

作为智能图像识别系统，性能指标主要有两个：图片分类成功率与图片

识别率 

1）关于图片分类，它是识别的第一步。由于本文基于 2k 龙芯派实现了对常

见物体（动植物）、文字图片、人脸识别等多样功能，所以有了先分类的

必要。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图片识别的识别结果的关键词比对，来实现图

片分类，同时我们设置的关键词经过 300 次不同图片输入的实验，分类

成功次数为 293 次，剩余 7 次图片由于图片内容过于小众、图片主体不

明确等原因分类失败。分类成功率为 97.67%。 

 

2）图片识别率则是整个系统的主体衡量指标。由于我们调用了百度 AI 的接

口，常见物体(动植物)与文字图片识别率极高，近乎百分之百。但关于人

脸识别功能，由于我们主要是根据输入图片与本地的样本库（标签已知）

对比提取特征并判别相似率来识别人脸的，且本地样本库容量有限，所以

人脸识别率比起上述两种识别率稍有下降。具体试验结果见下表： 

识别类型 常见物体识别 文字图片识别 人脸比对识别 

实验次数 500 500 500 

识别成功次数 494 490 486 

识别成功率 98.8% 98% 97.2% 

 

第二部分  系统组成及功能说明 

2.1 整体介绍 

本设计采用国产龙芯派芯片作为嵌入式开发平台，并通过 Python 编写算法

及 GUI，实现了对文字，物体及人脸的识别功能，外接 HDMI 显示器作为图形界

面的显示。 

系统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系统框图 

 

2.2 各模块介绍 

在本系统中，用户自由选择本地图片作为识别对象。同时 GUI 图像界面会

显示你欲识别的图片及文件路径。 

搭建 Python 的编译平台，进行算法编写，通过将获取的文件路径发送到百

度 AI 接口，同时将识别结果返回本地并以对话框的形式显示出来。同时，系统

会对图片自动分类以完成高精度的常见物体（如动植物）、文字图片、人脸的识



别；此外，还利用 Python 编写了 GUI，增强了人机交互功能。 

由于龙芯派下的 loognix 系统提供了很完善的图形界面，因此本系统还通过

HDMI 接口外接显示屏对图形界面及 GUI 进行展示。 

 

 

第三部分  完成情况及性能参数 

本系统最终较好的完成了预定的功能，完成情况如下。 

（1） 实现了对物体进行识别。通过 CMOS 摄像头采集图像，可有效分辨

出图中的物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2） 实现了对文字的识别及转换。本系统可较好的分辨出图像中的文字并

输出，经测试，准确率达 98%以上，如图 3 所示 

 
（图 3）     

 

 

（3） 实现了对人脸的识别。当摄像头拍摄到人脸时，可有效识别该人的身

份，并显示名字，如图 4 所示。 



 
 （图 4） 

 

 

第四部分  总结 

4.1 主要创新点 

本系统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 实现了对文字进行识别，无需人工输入即可有效将纸质文档转换为电

子文档，且识别准确率高； 

（2） 实现了对常见物体及人物的分类及识别； 

（3） 实现了图片的智能分类，即根据图片内容自动划分种类并进行智能识

别。 

（4） 将图像识别系统与嵌入式开发板相结合，应用面广。 

 

4.2 可扩展之处 

本系统完成度较高，但仍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改进之处。 

（1） 图片的获取方式。 

目前我们系统只能对已存储的本地图片进行识别，无法做到实时识别，最主

要的原因也就是之前引入摄像头模块时内核编译失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会

重新尝试加入摄像头模块，实现实时图像采集与识别。 

（2） GUI 方面。 

在人脸识别和物体识别部分，本系统的 GUI 是通过一个会话窗口用于显示

识别结果，若是通过 Python 直接读取摄像头数据，可直接在显示窗口的右上角

显示识别结果，增强 GUI 的简简洁和美观。 

（3） 关于语音控制。 

之前在 windows 平台上编写程序时，我们实现了全语音控制图像识别系统。

但是在代码移植中，在调用龙芯派相应的语音模块时出现了些许问题，由于时间

问题未完成相关的功能。若可以通过初赛，我们会重新调试相应的语音模块以实

现全智能语音控制。 

 

4.3 心得体会 

在最初确定选题之时，出于对图像处理及国产芯片的兴趣，我们选择了用龙

芯派作为 MCU，但不得不说，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我

们 Linux 的基础约等于 0，可以说完全是从零开始。 



经过讨论，我们确定了分工，一个同学负责 Python 代码的编写和实现，另

外两个同学负责学习龙芯派及 Linux 系统的使用。 

在整个竞赛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过很多的问题，由于对 Linux 完全不了解，

导致我们在最初入门时一头雾水，举步维艰；在操作系统的选择上，我们来来回

回更换过好多次操作系统，浪费了好多时间后，最终才决定使用 loongnix 系统，

并最终成功地搭建了 Python 编译环境。此外，我们最初打算自己编写 COMS 摄

像头的驱动程序来设置 GPIO 直接驱动摄像头，但最终也因驱动代码的编写难度

过大而转为使用 USB 接口的 CMOS 摄像头。然而在内核的编译方面我们也屡屡

失误，最终成为了我们初赛提交作品的遗憾，但是我们如果有幸通过初赛，我们

有信心完成在龙芯派上的摄像头使用。 

尽管竞赛期间困难重重，但在队友之间的互相鼓励下，我们并没有中途放弃，

而是坚持完成了这次竞赛，并完成了预计的目标。回想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有

过彻夜未眠的钻研，有过一头雾水的沮丧，也有最终看到成品的激动。不管最后

结果如何，我们也曾奋斗过，并有所收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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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录 

重要代码： 

# !/usr/bin/python3 

# -*-coding:UTF-8-*- 

# By WILL 

import tkinter as tk 

from aip import AipFace 

import base64 

import os 

import tkinter.messagebox 

from tkinter.filedialog import askopenfilename 

from aip import AipOcr 

from aip import AipImageClassify 



 

window = tk.Tk() 

window.title('[A]mateur 竞赛展示') 

width, height = window.maxsize() 

canvas = tk.Canvas(window, height=381, width=537,bg="black") 

image_file = tk.PhotoImage(file='/home/will/images/test/new.gif') 

image = canvas.create_image(0,0, anchor='nw', image=image_file) 

mytext = canvas.create_text(180,25,text="智能图片识别系统",fill = 'purple',font=('宋

体', 30)) 

canvas.pack(side='top') 

def start(): 

    APP_ID = '11805559' 

    API_KEY = 'UYQu0ElT26ndZhmWeNmVzC4r' 

    SECRET_KEY = 'HEFzEnpZqI2132be0HCvqlDyz74rVPWg' 

 

    # 初始化图像分类器 

    imgClass = AipImageClassify(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 读取图片 

    filePath = e1.get()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options = {} 

    options["top_num"] = 1 

    result = imgClass.advancedGeneral(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options) 

    if result['result'][0]['keyword']=="人物特写": 

        APP_ID = '11806110' 

        API_KEY = 'znsZVHscAxeBkNtFsZWiaqU9' 

        SECRET_KEY = '72IkWVoG6GaeCehypV0NRKRmDIkhWyYG' 

        aipFace = AipFace(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name): 

            with open(filename, "rb") as fp: 

                date = str(base64.b64encode(fp.read()), encoding="utf-8") 

                return date 

        rootdir = '/home/will/images/new' 

        list = os.listdir(rootdir)  # 列出文件夹下所有的目录与文件 

        for j in range(0, len(list)): 

            path = os.path.join(rootdir, list[j]) 

            if os.path.isfile(path):#对库文件中所有文件进行循环 

                imageType = "BASE64" 

                image1 = get_file_content("/home/will/images/new/" + list[j]) 

                image2 = get_file_content(e1.get()) 

                images = [image1, image2] 



                params = [{"image": image1, "image_type": imageType}, 

{"image": image2, "image_type": imageType}] 

                options = {} 

                options["face_field"] = "age" 

                options["max_face_num"] = 1 

                options["face_type"] = "LIVE" 

                a = aipFace.detect(image1, imageType, options) 

                b = aipFace.match(params) 

                if b['result']['score'] >= 80: 

                    os.system('start %s' % (filePath)) 

                    tk.messagebox.showinfo("识别结果",list[j][:-4]) 

                elif b['result']['score'] < 80 and b['result']['score'] > 50: 

                    os.system('start %s' % (filePath)) 

                    tk.messagebox.showinfo("识别结果", list[j][:-4]) 

                else: 

                    pass 

    elif result['result'][0]['keyword'] == "屏幕截图" or result['result'][0]['keyword'] 

== "文字图片": 

        APP_ID = '11695258' 

        API_KEY = 'm7O4qLspzY6Gzhan7up1dwpG' 

        SECRET_KEY = 'FIBPlbs3hyLMNzMceoVNv1iyyvcky4Rd' 

        # 初始化 AipFace 对象 

        aipOcr = AipOcr(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 读取图片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options = { 

            'detect_direction': 'true', 

            'language_type': 'CHN_ENG', 

        } 

 

        # 调用通用文字识别接口 

        result = aipOcr.basicGeneral(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options) 

        words_result = result['words_result'] 

        list1 = [] 

        for i in range(len(words_result)): 

            list1.append(words_result[i]['words']) 

        tk.messagebox.showinfo('识别结果', list1) 

    else: 

        os.system('start %s'%(filePath)) 

        tk.messagebox.showinfo("识别结果", result['result'][0]['keyword']) 

 

def choose(): 



    path_ = askopenfilename() 

    path.set(path_) 

 

def exit(): 

    window.quit() 

 

# 获取用户选取的图片文件 

path = tk.StringVar() 

e1 = tk.Entry(window, state='readonly', text=path) 

e1.pack(side=tk.TOP, fill='x',pady=50) 

# 按键位置设置 

btn_login = tk.Button(window, text='识别', command=start,bg='#FF4081',font=('微软

雅黑', 15)) 

btn_login.place(x=90, y=385) 

btn_choose = tk.Button(window, text=' 文 件 选 择 ', 

command=choose,bg='#FFFF00',font=('微软雅黑', 15)) 

btn_choose.place(x=235,y=385) 

btn_sign_up = tk.Button(window, text='退出', command=exit,bg='#87CEEB',font=('微

软雅黑', 15)) 

btn_sign_up.place(x=410, y=385) 

window.mainloop()#显示 gui 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