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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 入式 智 能防 盗监 控 系统 的 设计
杨涝付江辉李丽华

东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江西抚州，344000

【摘要】随着数字图像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嵌入式
图像监控系统己成为当今监控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出现了基于嵌入式和网络的
智能防盗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MSP340的智能防盗控系统的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将
硬件分为两大模块，系统以基于MSP340嵌入式微处理器为核心，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仙C／OS一Ⅱ作为软件开发平台。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MSP340智能防盗“C／OS～Ⅱ

随着嵌入式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图像技

获得监控现场的画面。由于具有以上的优点，这种图

术等的发展，防盗 监控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宋广

像监控系统的开发和设计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瞩

军等，2004) ；基于PC的图像防盗监 控系统得到了迅

目。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图像防盗监控系统必将有

速地普及。这种防盗监控系统可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防

良好的应用与发展前景，由它代替当前普遍应用的基

盗要求较高的场合，如小区、停车场、仓库、超市和

于PC的监控系统将成为必然趋势( 田冬梅，2002) 。

自动贩卖机等。当场景里出现可疑行为时，防盗监控

本文顺应图像防盗监控领域的发展趋势，在总结

系统能及时向保安人员发出警报。由于基于PC的图像

多种形式的图像防盗监控系统利弊的基础上，探讨了

监控系统结构复杂，稳定性、可靠性不高，价格高

一种具有前端运动目标检测和网络传输技术相结合的

昂、操作烦琐等缺陷，不能满足某些防盗监控领域的

基于MSP340的嵌人式智能防盗监控系统。

应用要求( 卫峰等，2003；刘志伟，2006) 。
随着人们期望防盗监控点的增多，对防盗监控点
的期望也在增多：期望防盗监控点能够方便安装省去

一、智能防盗监控系统的组成
1、系统功能组成
基于MSP340的嵌入式智能图像防盗监控系统的结

繁琐的布线；期望防盗监控点能够减轻监控人员判读
图像的工作强度前端智能图像处理；期望能够省去中
心的巨额投入通过简单的设备进行监控。基于这些期
望，一种新型监控系统基于嵌入式技术、网络技术和
带有图像处理功能的智能图像防盗监控系统诞生了。
这种监控系统通常以嵌入式系统作为核心处理器，集
成了嵌入式系统成熟的图像处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
图1 监控系统示意图

等，利用现有的计算机网络通信信道进行图像传输，
省去了繁琐的视频布线及昂贵的中心设备，前端具有
图像检测功能，通过任何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即可
．．34—．

嵌入式智能图像监控系统中现场监控设备的功能
组成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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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本系统中，监控中心被简化为一台具有上

需占用大量的硬件资源和处理器的运行时间，严重增

网功能的计算机，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述“系统”特

加了MSP340系统的负担，影响系统的正常功能，因此

指现场设备。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图像采集及预处

将图像压缩工作交给摄像头来完成；

理、运动检 测、嵌入式web服务器和以太网 等四大部
分。

( 2) 可实现自适应背景的运动目标检测及入侵报
警功能。作为智能化的嵌入式图像监控系统，在系统

I摄像头卜
I 云台L

图像
采集
及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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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自适应入侵检测功能是必然的，是本论文研究
的一大重点，也是该监控系统的特点之一；
嵌入式
we b

服务器

l以太网l

( 3) 可实现基于嵌人式系统的Web Ser ver 搭d建。
基于嵌 入式操作系 统¨C／OS—I I 和TCP／ I P协议栈构 架出
网络通信平台( 付保川等，2005；刘志伟，2006) ；

图2 现场智能监控设备的功能组成

( 1) 系统的图像采集及预处理功能主要完成对原
始图像和压缩图像的采集、解包、组合、分包和封装

( 4) 可实现以网页方式传输监控现场的动态图像
并能及时更新。这有助于远程用户在任何一台联网的
Pc上只需打开I E浏览器，便能监视的现场情况；

等，如果摄像头带有云台，也对云台进行控制；
( 2) 系统的运动检测功能主要实现运动目标检测

( 5)可实现对图像数据的BMP封装、打包等处
理，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要求；

和动态背景 更新，并将有关警戒 信息发给web服务器
或报告用户；

( 6) 其它辅助功能，如将系统运行参数及报警信
号显示于本地数码管中，方便开发人员和用户的测试

( 3) 系统的嵌入式WebJ ] 艮务器主要完成对客户端

及维护。

的连接请求响应，并将压缩后的现场图像和有关信息

二、系统的硬件设计及实现

组织成网页发送出去，以便用户浏览；

1、核心微处理器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TI 公司近期推出的16位系列

( 4) 系统的以太网功能完成有线传输信道的建
立，以便用户通过网络访问系统。

单片机，现已有xl xx、x3xx、x4xx等几个系列。该系列

2、工作原理及功能要求

是一组超低功耗的微控制器，供电电压范围1．8～3．6

系统控制数字摄像头拍摄现场的图像，并采集由

V，特别适用于 使用电池长期工 作的场合。由 于具有

摄像头转换成 一定数据格式后的原始图 像。然后，

16位的RI SC结构、16位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M
SP

MSP340系统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自适应背景的运动目

430系列单片机达到了最大的代码效率。MCU最终采

标检测运算，即当前端图像出现事先设定的不安全变

用了M
SP430F149。M
SP430F149是TI 公司推出的具有

化时，产生入侵报警；并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打包传

极高性价比的16位MCU，具有功耗低、存储容量大、

输。同时基于MSP340的Web Se r ver @
于侦听状态，一

集成度高、在线支持性强等特点。MSP430F149属于一

有客户端链接请求，W
e b Ser ver 坌H织网页将现场图片和

种中低端的单片机，运用非常灵活，具有2kB的RAM．

有关信息发送至客户端，并采用客户端拖拽技术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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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页面中 的图像，以便用户监 视现场的情况( 刘志

门狗定时器，两个串行通讯口，一个模，数转换模块

伟，2006) 。系统所要求实现的功能如下：
( 1) 可控制摄像头采集两种格式的图像数据，通

kB的FLASH，48个I ／O口，三个16位定时器，一个看

( ADCl 2) ，一个16位的硬件乘法器。M
SP430F149除
了正常的工作模式外，还具有五种低功耗模块。

常为位图BMP图像和J PEG图像。这样做的原 因是用于

2、电源设计

自适应背景的运动目标检测运算的图像必须是BM
P图

在系统中，需要使用5V和3V两种直流稳压电源，

像，压缩后的图像数据难以胜任此算法；而未压缩的
BMP图像

量太大不适于嵌入式系统的远程传输；

如在该MSP340系统中将BM
P图像压缩成J PEG图像，则

其中，MSP430149及部分外围器 件需3V电源， 另外器
件要5V的。整个电路可以由四节电池供电，还可以通
过直流输入端由小型的变压器供电。由于TI 单片机的
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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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压比其他的模块低， 选择L31A作为MSP430
F149的稳压芯片。
3、串行口电路

1

0

确设置以及JTAG接口连接是否正常。

基于MSP340的嵌入式图像监控系统的硬件模块框
图如图3所示。

几乎所有的微控制器，PC都提供串行接口，使用
的是EI A推荐的RS22322C标准。要完成最基本的串行
通讯功能，只需要9Jr ’>。D型插头中的RXD、TXD和
GND三个引脚。插头通过两个跳线选择MSP430的
UATO或UARTl ，同时设计数据发送和接收的状态指示
灯，当有数据通过串行口传输时，指示灯闪烁，便于

用户掌握其工作状态以及进行软硬件调试。
4、12C接口电路和3TAG接口电路
12C总线是一种用于I c 器件之间连接的二线制总
线。它通过SDA( 串行数据线) 及SCL( 串行时钟线)

图3 服务器的硬件实现

以下对各模块进 行具体介绍：
( 1) MSP340处理器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

两线在连接到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信息，并根据地

分，接收从摄像头传来的一定格式的图像数据、各外

址识别每个器件。带有12C总线接口的器件没有并行总

设的触发信号和远程用户的控制命令，根据优先级别

线那样大的传输能力，但由于连接线和连接引脚少，

进行运算、响应和 翻译转发给各种硬件设备( 主要是

因此其构成的系统总线简单，结构紧凑，而且在总线

摄像头、网 络通讯模块) ，完成对各种硬件 设备的控

上加器件不会影pi l a u系统的正常工作，系统修改和可

制和数据传输，同时收集硬件设备的各种状态信息，

扩展性好。MSP430F149可方便的与各种带有12C接口的

使各部分协调地工作( 俞露，2003；戴燕云等，

器件相连。

2005) ；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主要用于芯片内

( 2) 摄像头接口电路完成对摄像头的驱动，以及

部测试及对系统进行仿真、调试。JTAG测试允许多个

与MSP340系统之间的通讯接l Yl 信号的转换，如果摄像

器件通过J TAG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JTAG链，能

头带有云台，并完成云台控制信号的转换；

实现对各个器 件分别测试。

( 3) 存储器模块用来存储程序和运动中的数据，

5、测试仪器设备的接口电路

由于系统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很大，特别是图像数据，

本系统采用高速FPGA接口与现场监控设备相连，

所以在嵌入式系统中要配有足够大的存储器，用来暂

能大量节省前端编码的工作，克服了速度瓶颈，在进

存现场采集到的多种格式的图像数据，同时也作为有

行现场实时图象监控时，必须采用高速FP2GA接口，

线和无线传输通道的发送缓冲区，为系统的运行提供

如果只是单纯采集现场的电量参数可利用串口。前端

足够的存储资源；

测控设备主要包括有电量变送器，根据需求的不同，

( 4) 网络通讯模块提供了以太网的接口，并嵌入

可选取烟雾传感器、漏电传感器、绝缘传感器或控制

式了TCP／I P协议栈，实现了有线传输信道的建立( 刘

设备等等。

志伟，2006；沈建华等，2004) ；

6、硬件电路的调试
主要是电源电路、JTAG接口电路的调试。其中，
接口电路的调试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系统上电前检查
JTAG接口的信号是否与对应引脚相连，上电后用示波
器查看处理器对应引脚的波形，判断系统是否正常工
作。系统确定正常工作后，首先通过对片内通用I ／O口

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操作，来验证调试环境是否已正
一36一

( 5) LED显示模 块用于将系统运行参 数及报警信
号显示于本地数码管中，方便开发人员和用户的测试
及维护；
( 6) J TAG接口可对芯片内部的所有部件进行访
问，通过该接口可对系统进行调试、编程等；
( 7) 系统总线扩展引出了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
必须的控制总线，便于以后根

系统需求，扩展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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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设计。它的主要特点是基于MSP340和“C／ OS2 I I 的嵌
( 8) 电源模块为整个系统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电

入式结构、运动检测功能、有线和无线传输方式的结

源供应。为了让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整个系统核

合。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图像防盗监控系统必将有

心部分的研究，即软件层面的设计，所以对整个硬件

良好的应用与发展前景，由它代替当前普遍应用的基

系统的实现尽量依靠开发平台，只对特殊的硬件模块

于PC的远程监控系统将成为必然趋势。
以图像监控系统领域现阶段的技术为参考，设计

作设计，如摄像头接口电路等。

u

三、系统软件设计及实现

并实现了一种基于MSP340内核的高性能的嵌入式微处

该系统的所有软件都是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理器和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斗C／OS一1I 的图像防盗监控

C／OS—I I 设计的。其系统软件结构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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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该系统在对现场图像进行监控的基础上，嵌入
了图像前端处理的功能，对所监控的视觉范围实现运
动目标检测，并将现场图像通过网络的方式发送至远
程监控 中心。这两 种传输通道 分别采用了 嵌入式Web
Ser ver 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远程传输中起到互相弥补、
传输方 式灵活的作 用。

图4系统软件结构示意图

该系统软件的总体结构可分为¨C／OS内核、中间
件( 外围部件驱 动) 、各 级任务等三层。 由¨C／OS内
核统一管 理M
SP340处理 器的CPU使用权、各级 任务问
的调度和通信等；各个外围部件的驱动以中间件的形
式加入到系统软件中，由任务调用；各个任务是可并

图5系统工作阶段示意图

行、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协调工作完成系统功能。
整个系统的协调工作可由图5的系统工作阶段示意
图来描述。系统一上电处于状态0，执行Ti

mer l —I ni t (

) 初始化定时器和OSI ni t ( ) 初始化¨C／OS；初始化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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