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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智能投喂系统中单目视觉测量的研究
池 涛 1,2,庞云剑 1,2,沈晓晶 1*

1. 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 上海 201306
2. 农业部渔业信息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1306

摘 要: 水产品投喂方式的智能化、精准化控制是提高水产养殖投喂效率的关键。本文利用计算机视觉定位精度高，

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如池塘水面的波浪等障碍物的影响）等优势，提出了基于单目视觉水产养殖智能投喂系统。系

统通过在池塘内的投喂设备上搭载 COMS 摄像头来采集食场内的目标图像，利用零阶图像矩单目深度测距算法驱使

投喂设备驶向目标食场，实施对水产品的投喂操作。本文详细分析了目标图像矩与目标距离存在的关系，并实验分

析了投喂设备到达食场内的目标位置与实际目标位置的精确度及误差原因，验证了本系统对水产品的精确投喂具有

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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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nocular Vision Measurement in Intelligent A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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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and precise control of aquatic product feeding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quaculture
fee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computer vision such as high positioning accuracy and independence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 the influence of obstacles such as waves on the surface of the pond), and proposes a smart
monocular-vision-based feeding system for aquaculture. The system can collect the target image in the food field by COMS
camera equipped on the feeding device in the pond. In this words, the algorithm on the zero-order image moment for
monocular depth ranging is implemented to drive the feeding device to the target food field to run the feeding oper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image moment and the target distance is established, and cause of error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reaching the target position in the food field and the actual location are analyzed by th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meet demand for precise feeding of aquatic products.
Keywords: Aquaculture; image moment; monocular vision ranging; embedded system

在水产养殖中，淡水鱼类产量占我国所有鱼类产量的 69.1%，在世界淡水鱼产量中超过 60%[1]，

而大约三分之二的水产养殖动物需要生产饲料[2]。使用水产养殖饲料养殖更多的水产动物，水产养

殖饲料的全球产量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增加了 106％，预计在 2008 年至 2020 年间增加 124％[3]。随

着水产养殖饲料使用量的增加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如何提高工厂化水产养殖的效率和养殖质

量是工厂化养殖的重要问题[4]。

为了提高水产养殖的投喂效率，如何使养殖过程变得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成为水产养殖行

业发展的关键。因此，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水产养殖的智能投喂技术开展了相关研究，Alzubi 等提出

了基于鱼类行为的自适应智能鱼饲料饲喂器的研究[5]。Daniel V 等进行了基于声音的虎虾投喂研究，

提出了两种声音分类器的分类方法，该方法用于估算池塘浑浊水域中虾的饲料消耗量[6]。Kristoffer
等利用无人驾驶飞行器对空中饲料播撒机进行了空中饲料颗粒的运动特征和分布模式的测量，结果

可作为量化和验证饲料播撒机模型的有效输入[7]。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李大伟等开发了一种自

适应阈值方法，用水下图像中掩模中心像素与阈值的对比来检测水下图像中鱼未吃完的鱼食[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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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等提出了一种基于近红外计算机视觉和神经模糊模型的鱼类进食高效控制方法[9]；景新等利用轨

道传动、传感器和 PLC 技术，设计了新型的室内工厂化水产养殖自动投饲系统[10]。由于对水产养殖

研究所处的地域和环境的不同，智能投喂选择的方式和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因此，本文针对东部沿

海地区工厂化水产养殖的需要，利用计算机视觉具有定位精度高，不受工厂化水产养殖外界环境影

响等优势[11]，提出了基于单目视觉的水产养殖食场智能投喂系统的研究，实现符合我国东部沿海地

区工厂化水产养殖的精准化控制。

本文搭建了基于 ARM9 嵌入式开发平台的智能投喂系统，该系统通过 CMOS 摄像头来采集目标

图像，利用基于零阶图像矩的深度测距算法来驱动直流电机到达指定目标食场，重点研究分析了单

目视觉测距算法在智能投喂系统中到达目的食场的精准度和实用性。

1 系统结构

本文的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首先需要由 CMOS 摄像头采集池塘食场的理想目标图像，采集的

目标如图 4 所示。然后由摄像头实时采集当前目标图像，两者作为深度测距算法的输入端进行目标

深度测距，将得到的距离信息传送给控制器，由控制器操控执行机构驱使设备移动到目标位置。

图 1 系统结构图

Fig.1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2 硬件结构

本智能投喂系统，选用一个模型船作为投喂设备的主体，一个 CMOS(OV9650)摄像头作为投喂

设备的图像采集模块，两个直流电机作为动力执行模块。其中，本系统使用的是基于 ARM9 的

S3C2440 嵌入式处理器，由它来运行本系统的深度测距算法。硬件结构包括基于 ARM9 的 S3C2440
嵌入式处理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LCD 显示模块、摄像头模块、动力执行模块，具体结构组成如

下所示：

1）处理器模块采用基于 ARM9 的微处理器 S3C2440，该处理器可以使系统稳定地运行在主频

405 MHz，其中，主频最高可达到 530 MHz。
2）数据存储模块：256 M 字节的 NAND Flash，采用的是 K9F2G08。

64 M 字节的 SDRAM，由两片 K4S561632 组成，工作在 32 位模式下。

3）LCD 显示模块：4.3 寸 TFT 液晶显示屏。

4）摄像头模块：CMOS 摄像头，内置芯片为 OV9650，30 万像素。

5）动力执行模块：两个 5 V 的直流电机。

其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硬件结构中，摄像头模块使用 9 针

的接口连接到智能投喂系统的电路主板，通过处理器模块控制摄像

头来采集图像，可以将采集到的图像实时显示在 LCD 显示模块上。采集到的 8 位 RGB 图像信息会

被传送到数据存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将数据传送到处理器来进行图像预处理和算法处理，通过单

目测距算法的运行结果控制动力执行模块来移动设备。

3 单目视觉测量算法

针对在池塘会出现波浪等障碍物的复杂外界环境下，对投喂设备的投喂追踪精度、实时性以及

自主精准作业的需求，构建稳定清晰的视觉投喂平台可以提高投喂设备对复杂作业环境下对目标的

感知能力，实现投喂设备静态及移动过程中有效的避免波浪等障碍物对投喂精度的影响[11,12]。在视

觉深度测量中，有单目视觉测量、双目视觉测量[13]。其中，双目视觉测量需要摄像机的标定处理，

图 2 硬件结构框图

Fig.2 Hardware bloc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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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立体图像进行校正和立体匹配[14]，测量方法繁琐，计算量大，测量精度还受摄像头标定参数、

镜头参数、系统结构参数[15,16]、图像匹配精确度等[17]的影响。单目视觉测量，可以有效的避免图像

匹配的问题,提高测量的有效性[18]，不需要对相机标定处理，大大减少了测量的客观误差[19]。因此，

对于本智能投喂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单目视觉零阶图像矩进行深度测量的算法，该算法利用摄像

头在目标物处于不同距离时，目标二值图的图像零阶矩与目标距离之间存在的关系来测量目标深度。

系统依靠单目摄像头图像采集模块通过单目深度测距算法来追踪目标物，到达指定目标地点。

3.1 算法理论关系推导证明

为研究问题方法，首先作如下假设和定义。设：摄像头的三维空间坐标系为{C}，投影图像坐标

系为{I}，目标为一始终垂直于摄像头光轴的平面刚体，且目标理想深度为 Zd；目标当前深度为 Zt。
设目标的投影区域为闭合区域 A，目标二值图像为 b(x,y)，b(x,y)可定义如下：

1 ; ( , )
( , )

0 ; ( , )
x y A

b x y
x y A


  

(1)

设距离为 Zd时区域 A上的任意一点 i在{I}中的坐标为[k,I]，在坐标{C}中的坐标为[X,Y,Z]，点 i
在距离为Zt的区域Aʹ中的对应点为 iʹ，iʹ在坐标系{I}中的坐标为[kʹ,Iʹ]，在坐标{C}中的坐标为[Xʹ,Yʹ,Zʹ]，
由于摄像机模型采用针孔模型，可以得到以下透视投影变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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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为摄像机焦距，kx和 ky分别为摄像机的水平比例因子和垂直比例因子。所以由公式（2）
可以将 i和 iʹ在坐标系{I}中的坐标[k,I]和[kʹ,Iʹ]之间的关系由以下仿射变换公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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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3）推导出下面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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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所谓的理想目标图像是指这样一副目标图像：目标图像位于目标的理想深度 Zd时所成

的图像；

定义 2：设图像以函数 f(x,y)表达，则图像 f(x,y)的(p+q)阶图像矩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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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图像目标的二值图零阶图像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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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m00实际上是深度一定时，目标的投影面积。

有定义 1 推知，要使目标成像为理想目标图像，必须满足要求：在坐标系{C}中，目标深度必须

等于 Zd。若将目标分别置于不同深度 Zd、Zt上成像时，图像进行二值化灰度处理后，得到零阶矩分

别为(m00)d、(m00)t，将公式（4）代入公式（6）可以推导出等式(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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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d

t

Z
Zs  ，所以有如下关系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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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面刚体时，在当前 t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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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单目深度测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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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单目视觉测量方法，主要包括以下 4 步：

1）首先垂直于摄像头光轴采集理想目标图像，测量出目标的理想距离 Zd，对理想目标图像进行

图像预处理并进行二值化，提取二值化的理想目标图像的零阶矩(m00)d；
2）垂直于摄像头光轴采集不同距离的当前目标图像；

3）对当前目标图像进行图像预处理并进行二值化，提取二值化的当前目标图像的零阶矩(m00)t；

4）利用公式求得摄像头与目标之间的当前距离 Zt，即
tk

d
dt m

m
ZZ

)(
)(

00

00 。（其中，Zd为摄像头

与目标之间的理想距离）。

单目深度视觉测量算法的流程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单目深度视觉测量算法的流程图

Fig.3 Flow chart of measurement algorithm in monocular depth vision

4 实验验证与数据分析

本系统的实验验证主要从单目深度测距算法测量目标距离的精确度进行，通过多次测量投喂设

备到达养殖食场目标地点的距离与实际距离的误差来进行对比分析单目测距算法的精确度，并做了

实际场景的控制仿真，验证了精确控制的可行性。

4.1 图像预处理

采集的图像采用基本全局阈值算法[21]获取图像的分割阈值。由图 4 知，目标背景多是绿色植物、

蓝色天空、水，因此红色使得目标提取更为方便。本实验将红色圆作为目标（如图 4），分别提取

原始图像中的红色通道和绿色通道的两幅图像，然后将这两幅图像做图像减操作，从而滤除大部分

背景（如图 5 所示），再利用基本全局阈值算法获取图像二值化所需的分割阈值。二值化图像如图

6 所示。对于图 5 所示的图像，取门限值为 0.01，分割阈值为 89。

图 4 实验水池中的红色目标 图 5 颜色分割图 图 6 基本全局阈值算法分割后二值图

Fig.4Redtargetsintheexperimentalpool Fig.5Colorsegmentationimage Fig.6Binarygraphsplitbybasicglobalthresholdalgorithm

4.2 算法实验验证

实验验证首先把采集的目标理想距离 Zd=1 m 的目标图像作为实验验证的理想目标图像 M0。采

集投喂设备当前目标图像 M1，M2，M3，M4，M5，M6，M7，M8，M9，M10，M11，M12，M13，
它们的实际距离分别为：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m,13 m,14 m。其中理想目标

图像 M0 的二值图处理如图 7（图片非实际大小）所示。

图 7 理想目标图像M0二值图

Fig.7 Binary map of ideal target image M0
对当前目标图像 M1、M2、M3、M4 灰度二值化处理的二值图如下图（图片非实际大小）所示，

M5 等当前目标图像的二值图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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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目标图像M1的二值图 图 9 目标图像M2的二值图 图 10 目标图像M3的二值图 图 11 目标图像M4的二值图

Fig.8BinarymapofthetargetM1 Fig.9BinarymapofthetargetM2 Fig.10BinarymapofthetargetM3 Fig.11BinarymapofthetargetM4
将当前目标图像的二值图进行深度测距算法公式处理得到如下数据，数据如表 1 所示，其中理

想目标图像 M0 的目标像素点的数量和为 842559。
表 1 单目深度测距算法测量数据表

Table 1 Monocular depth ranging algorithm measurement data table
不同距离图像

Imag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目标像素点和

Sum of target
pixels

实际距离/m
Actual

distance

测量距离/m
Measured
distance

误差百分比

Percentage of
error

不同距离图像

Imag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目标像素点和

Sum of target
pixels

实际距离/m
Actual

distance

测量距离/m
Measured
distance

误差百分比

Percentage
of error

M1 209586 2 2.005021 0.251% M8 9812 9 9.266621 2.962%
M2 91254 3 3.038605 1.287% M9 7880 10 10.340393 3.404%
M3 51881 4 4.029916 0.748% M10 6480 11 11.40283 3.662%
M4 32508 5 5.091023 1.820% M11 5461 12 12.421215 3.510%
M5 21930 6 6.198418 3.307% M12 4579 13 13.564845 4.345%
M6 16171 7 7.218247 3.118% M13 3983 14 14.544373 3.888%
M7 12399 8 8.243409 3.043%

备注： 
测量距离 — 实际距离

误差百分比 = 100％
实际距离

Note：Percentage of error = Measured distance-Actual distance
Actual distance

100%

4.3 算法数据分析

由以上实验数据，绘制出图像目标实际距离与测量距离的对比图（如图 12 所示）和测量精度误

差百分比图（如图 13 所示）。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图 12 图像目标实际距离与测量距离对比图 图 13 图像目标测量精度误差百分比图
Fig.12 Comparison between actual distance and measured distance Fig.13 Accuracy error percentages of images

1）单目深度测距算法测量精确度较高，误差值在 4.345％以下；

2）单目深度测距算法随着图像目标距离的增大，测距精度整体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3）单目深度测距算法的误差随着图像目标距离的增大呈波动性增加，增加趋势整体呈线性，线

性趋势如图 13 中红线所示。

针对在实验中单目深度测距算法精度存在的误差作分析，导致的误差有以下因素：

1）目标距离的增加，灰度阈值的选取导致当前目标图像的目标在二值化灰度处理时，使目标面

积偏小而增大误差，这也是测试距离整体偏大的原因；

2）图像目标的拍摄采样需要垂直于摄像头的光轴，实际采样时无法做到绝对地垂直于摄像头的

光轴，这是误差以及误差波动存在的客观因素；

3）图像在二值化前，目标背景滤除的不彻底是误差存在的因素之一。

从图 13 知，由以上因素造成的误差在 0.251％~4.345％的误差范围内波动，而由文献[22]知，水

产养殖池塘中食场的面积为 2 m²左右,投喂的误差范围在 0.798 m 以内,所以本系统的投喂距离适用范

围为距离半径在 18.366 m 以内的池塘。其中，针对导致误差的因素 2，如何保证投喂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摄像头光轴与目标平面的法线绝对平行，会是我们下一阶段研究的难点之一。

4.4 仿真结果

通过以上实验数据的分析，做实际情景仿真验证。取理想深度 Zd=2 m，摄像头与目标的初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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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4 m，摄像头最高运动速度限定为 100 mm/s，摄像头的控制速度取为 Vc=Kp*(Zd-Zt)，Kp>0。
当 Kp取值 30 时，摄像头速度与目标深度的仿真结果如图 14 和图 15 所示。仿真结果表明：当

Kp取值 30 时，在比例控制器的作用下，摄像头与目标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约 180 s 时摄像头到达

指定位置。如果提高比例控制系数 Kp，则摄像头到达理想位置的时间可进一步缩小。仿真结果验证

了设备精准到达指定位置的可行性。

图 14 摄像头运动速度与时间图 图 15 目标距离与时间图
Fig.14 Chart of camera movement speed with time Fig.15 Chart of target distance with time

5 结 论

本文使用了 ARM9 的 S3C2440 微处理器作为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利用 CMOS 摄像头图像采集

模块设计了一个单目视觉水产养殖食场智能投喂系统。通过以上的实验可知，在单目深度测距算法

的调控下，智能投喂设备可以精准地到达池塘的目标食场，系统的投喂精度高，鲁棒性强。因此，

本系统对水产品的精准投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可以满足水产养殖精准投喂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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