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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PGA-based embedded vision systems ar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ue to their

properties of high per-

formance，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compact structure which endow them with great potential applications.This paper
gives a survey of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on FPGA-based embedded vision systems，and discusses
some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ing trends in this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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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FPGA 作为主要运算器件的嵌入式视觉系统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结构紧凑等特点，是计算机视觉的研究热点之一，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对相关研究
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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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可以通过编程方便地修改其内部的逻辑

计算机视觉系统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处理才能够得

功能，从而实现高速的硬件计算和并行运算，是高性能嵌入式

到所需要的信息。常用的计算机视觉系统通过通用计算机进

视觉系统的一种更加方便的解决方案 [1-2]。此外，基于 FPGA

行视觉信息处理，但是，由于 CPU 的计算能力有限，对于一些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的功耗远远低于基于通用 CPU 和 GPU 的

计算复杂度很高的视觉算法（例如基于 SIFT 特征点的目标识

视觉系统（FPGA 的功耗通常不到 1 W，而高性能 CPU 和 GPU

别和跟踪），其处理速度常常难以满足系统的实时性需要。虽

的功耗通常都在 100 W 以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FPGA

然 GPU（Graphic Processing Unit）具有高度的并行计算能力，

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可以实现的设计规模越来越大，而功耗则

可以较好地解决计算速度的问题，然而，与基于通用计算机的

越来越低。因此，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将是计算机

计算机视觉系统一样，基于 GPU 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同样存在

视觉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研究发

着功耗较高、体积较大的缺点，难以满足依靠自身所带电池供
电并长时间工作的服务机器人等应用系统的需要。
利用专用集成电路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 FPGA 在低层图像处理、特
征点提取和图像匹配、三维视觉、运动估计和目标跟踪等方面

Circuit）实现视觉处理算法，可以解决视觉系统性能和体积、

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

功耗之间的矛盾，是高性能嵌入式视觉系统的一种有效的解

系统发展趋势。

决方案。然而，ASIC 又有开发周期长、修改不方便等缺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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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较差。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作为一种高性能

低层图像处理算法在 FPGA 上的实现
低层图像处理算法是指滤波、边缘检测等基本的图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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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运算，这些算法通常具有运算量大，操作相对单一，可以进

3.1

行并行操作等特点，非常适合用 FPGA 进行处理。

2.1

图像滤波与降噪
滤波是对图像进行平滑和降噪的常用方法。滤波处理通

SIFT 算法
SIFT（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算法同时具有

平移、旋转和尺度不变性等特点，不仅能够确定特征点的位
置，而且能够提取很好的特征描述符（descriptor），对特征点进

常采用的是基于窗口操作的流水线结构。文献[3]详细讨论了用

行匹配，因而在计算机视觉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

FPGA 实现窗口操作时的一种高效的流水线方案——Systolic

SIFT 算法的计算相当复杂，采用通用计算机进行处理时通常

结构。该结构不仅适用于通用的滤波，而且适用于灰度图像

很难满足实时性要求，因此，许多研究人员对如何用 FPGA 实

形态学操作，以及图像匹配等。

现 SIFT 算法进行了研究。

卷积运算是常用滤波操作的核心。文献[4]设计了 FPGA

文献[18]所介绍的工作通过软件和硬件的合理分工，充分

内部的图像卷积核。在该设计中，卷积窗口的大小、卷积参

挖掘 FPGA 的并行计算能力，实现了实时的 SIFT 特征点提

数、输入像素字长、图像大小都是可调的参数。文献[5]研发的

取。处理一幅 320×240 大小的图像仅需 0.8 ms。然而，该文献

一种基于 FPGA 和 DSP 的智能图像卡，在采集图像的同时，使

很简略，对实施细节的描述不够详尽。文献[19]则较为详细地

用 Gauss 卷积核对图像进行平滑滤波，为后面的边缘检测模块

描述了 SIFT 算法的硬件实现结构。该文献中提出的方法由

提供平滑后的图像数据。

硬件计算完成特征点位置的检测，而由基于 Nios II 软核的计

除卷积运算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滤波方法。文献[6]设计
了多种用 FPGA 实现中值滤波算法的方案，其中既有同步电
路方案，又有异步电路方案。文献[7]在 FPGA 上设计了小波
域的图像降噪处理系统，文献[8]在 FPGA 上实现了基于遗传
算法的图像滤波算法，其处理速度是采用 2.8 GHz Pentium
CPU 的 PC 机的 400 倍，充分反映了 FPGA 内并行操作和硬件
计算对提高计算速度的巨大作用。

2.2

边缘检测
常用的边缘检测算子有 Robert 算子、Prewitt 算子、Sobel

算子、Laplace 算子等，文献[9-11]分别给出了这些算子的 FPGA 实现。
对于受白噪声影响的阶跃型边缘，Canny 算子是最优边
缘检测算子。然而，Canny 算子实现起来较为复杂。文献[12]
对传统的 Canny 算法进行了改进，使之能够在 FPGA 中实时地
实现。文献[13]针对 Canny 算子提出了一种自适应阈值方法，
并在一种基于 FPGA 和 DSP 的智能图像卡上进行了实现，获
得了很好的边缘检测效果。

2.3

其他低层图像处理操作
除了滤波和边缘提取之外，FPGA 也已经被用于实现多种

其他类型的低层图像处理算法。例如，文献[14]用 FPGA 来进
行图像几何变形的校正计算；文献[15]采用 FPGA 实现了图像
灰度直方图的实时统计，统计过程采用同步有限状态机实现，

算来完成特征描述符的提取工作。由于软核的计算能力有
限，尽管硬件计算能够实时地完成特征点位置的检测，描述符
的提取速度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也是文献[19]一个有待改进的
地方。

3.2

Harris-Laplace 特征点检测器
为了获得尺度不变性，文献[20]中提出了一种将 Harris 角

点检测器与 Laplace 算子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在尺度空间
中寻找特征点，同时充分挖掘 Harris 角点检测器的潜力，利用
二阶矩来估计特征点附近局部区域的仿射形状，使得检测到
的特征点对剧烈的仿射变换也具有了不变性，得到了一种既
具有尺度不变性，又具有仿射不变性的特征点检测算法。
由于 Harris-Laplace 特征点检测器的计算相当复杂，为使
其能够满足实时应用的需要，必须通过硬件进行加速处理。
文献[21]用 FPGA 实现了 Harris-Laplace 特征点检测器的实时
计算，
研制开发了一个能够以 30 f/s 的速度处理 640×480 大小的
视频图像的嵌入式视觉系统。由于使用了 4 块大容量 FPGA，
该系统的成本较高。

3.3

图像匹配
图像匹配指的是对图像中的给定区域进行匹配，其具体

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基于块匹配的方法和基于频域的方法。
基于块匹配的方法通常采用 SAD（Sum of Absolute Dif-

只占用了很少的逻辑资源；而文献[16]则介绍了实时 FFT 在

ference）距离来衡量两个图像块的相似程度——对于来自两

FPGA 中的实现。

帧图像中的两个大小相同的图像块，计算其对应像素灰度值

文献[17]在 FPGA 内用一种基于总线和模块的结构来实

之差的绝对值，最后再求和。文献[22]按照 MPEG-4 中的方法

现对视频图像的灵活处理。在该技术方案中，每一个模块能

进行实时的图像匹配。在该方法中，用一个与模板大小相同

够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例如边缘检测、图像旋转等，而且每

的矩阵来描述任意形状的物体。在硬件实现上，文献[22]设计

一个模块都能够动态地与总线连接或断开，也能够与其他模

了三种实现结构：静态结构、半动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其中，

块通信。通过这种实时的动态重组，使得多种低层的图像处

动态结构能够根据物体的形状和模板的大小来重新配置 FPGA

理操作能够按不同的顺序来完成，从而使系统能够实现不同

内的逻辑。

的功能。

相位相关算法是一种基于傅氏功率谱的频域方法。该方
法具有位移检测范围大，匹配精度高等优点，但是对图像旋转

3

特征点提取和图像匹配算法在 FPGA 上的实现

比较敏感。而通过采用极坐标变换，能够弥补其不足，获得旋

与上章中介绍的低层图像处理算法相比，特征点提取和

转不变的相位相关算法。文献[23]介绍了一个基于 FPGA 和

图像匹配属于较高层的工作，物体识别、三维视觉、目标跟踪

DSP 的实用系统，该系统实现了旋转不变相位相关算法的实

等许多计算机视觉应用都建立在特征点提取和图像匹配的基

时计算，以此来进行图像匹配，能够精确检测出目标的平移量

础之上。

和旋转量。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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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视觉算法在 FPGA 上的实现

现了运动估计，可以对运动速度不是特别大的目标实现实时

立体视觉的基本任务是从两幅或多幅图像中恢复三维深

的检测和跟踪。块匹配算法固有的缺点是，当目标的运动速

度信息，而其算法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解决对应点的匹配问

度过高时，难以得到理想的匹配结果。

题。关于立体视觉对应点匹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由于大

匹配滤波（Matched Filtering）算法属于一种频域图像匹

多数算法都需要进行大量计算，如何利用 FPGA 解决立体视

配方法，该算法可以检测和追踪在图像平面内进行平移和旋

觉算法的实时计算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转运动的目标，并且对目标的变形、遮挡和光照变化都具有很

文献[24]和[25]所开发的 FPGA 三维视觉系统都采用了基

好的鲁棒性。然而，由于需要进行二维 FFT 和 IFFT 变换，并

于 SAD 的块匹配方法。为了获得最合适的匹配窗口大小，文

需要进行极坐标变换，因此，该方法的计算量很大。文献[40]

献[26]采用了一种变尺寸的窗口来进行 SAD 匹配；同时采用

用 FPGA 实现了匹配滤波算法，实现了完全实时的计算。

互不重叠的匹配区域，在不同窗口大小下都安排了树状的结

相位相关法（Phase Correlation）是一种基本的频域图像

构，实现了操作的高度并行性，从而充分利用了 FPGA 的并行

匹配方法。该方法对目标在相邻两帧之间发生的位移没有限

计算能力。文献[27]在 FPGA 内通过零均值像素灰度差平方

制，但对目标的大小比较敏感。当目标在图像中所占的面

和（ZSSD）的块匹配算法来实现双目立体视觉的实时计算。

积小于背景时，会将背景当作目标。文献[41]将块匹配方法和

文献[28]在 FPGA 上通过一种称作“人口普查变换”的块匹配

相位相关法（Phase Correlation）相结合，提出了 HBBPC 算法

方法（Census Transform algorithm）来计算立体图像对，通过

（Hierarchical Block-Based Phase Correlation technique），并

加权平均距离（Hamming distance）来衡量以待匹配的像素为

在 FPGA 中对该算法进行了实现。该算法通过 Harr 小波变换

中心的两个窗口之间的相似程度。

对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生成多分辨率的数据，并采用固定大小

以相位相关算法为代表的基于频域的图像匹配方法在抗

的图像块对不同层次的分辨率下的数据分别进行相位相关处

噪声和抗变形能力上都优于基于块匹配的方法，因而更适合

理，可以有效地克服块匹配和相位相关法各自的缺点，达到实

用来计算立体视差。

时运动估计的目的。
文献[42]介绍了一个基于特征点的目标跟踪系统。系统

文献[29]和[30]用 FPGA 实现了“局部加权相位相关算法”
（Local Weighted Phase-Correlation Algorithm）并用来计算立

中采用多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都装备一片 FPGA 和一个通

体视差，并能够对于多尺度、多方向的相位数据进行实时的处

用 CPU，
通过 KLT 特征点来进行目标跟踪。在该系统中，
FPGA

理。文献[31]和[32]在文献[30]的工作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

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对图像采用 3×3 的窗口进行滤波和采用

电路结构，充分利用了帧间信息，增大了视差范围和输入图像

KLT 算法来提取特征点，以达到满足系统实时性要求的目

的大小，而又不增加太多的逻辑资源消耗。文献[33]采用一种

的。但是，由于 KLT 特征点只具有平移不变性，因此该系统的

改进的基于相位的技术，能够避开对 Gabor 滤波器相位差的

应用范围非常有限。
Harris角点具有平移和旋转的不变性。文献[43]采用FPGA，

具体计算，因而更适合进行硬件实现和对高分辨率的图像进
行实时视差估计。
除了块匹配和相位相关算法外，
还有一类基于动态规划的
方法。此类方法通过搜索来对点的匹配进行优化，在求取立

通过 Harris 角点来实现对视频流中的目标跟踪。通过对软硬
件的合理分工，实现了高效的数据流控制和存储器利用。

5.2

图像分割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颜色阈值的方法、基于区域

体图像对的准确度方面通常要大大高于传统的块匹配方法。
文献[34]用 FPGA 实现了由 Cox 等人于 1996 年提出的动

基于图像分割的方法

生长的方法和基于背景模型的方法。

态规划极大似然法（Dynamic Programming Maximum Likeli-

文献[44]和[45]都采用了颜色阈值结合形态学滤波的方

hood，DPML）。该方法在计算稠密深度图的效果方面与由 PC

法从图像中提取出目标，而算法本身则通过 FPGA 完成，已达

机的实现结果相当，而计算速度则大大提高，完全达到了实

到实现对多目标进行实时跟踪的目的。

时。文献[35]在 FPGA 上实现了并行动态规划搜索的方法，可

在文献[46]中所采用的算法中采用了一种被称作“细胞网

以解决光轴不平行的双目视觉系统的立体匹配问题，从而提

络”
（cell-network）的阵列结构，在细胞网络内通过区域生长算

高深度分辨率。

法来实现图像分割，并进而得到目标的位置、大小、颜色、面积

此外，文献[36]介绍了一种利用 FPGA 来完成实时计算的

这四种特征参数，根据这些特征参数对相邻帧间的目标进行

立体视觉标定系统。该标定算法中使用 SIFT 特征点进行匹

匹配，从而实现多目标跟踪。诸多步骤通过流水线的方式安

配，并且将 SIFT 算法中最耗时的一些计算步骤放在了硬件中

排在 FPGA 内部，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实现了实时的计算。

实现。但该文献并未说明用 FPGA 实现 SIFT 算法的细节。

基于背景模型的方法，将图像区域分为前景和背景两部
分。前景目标是运动的物体，背景是相对静止的，但背景中仍

5

运动估计和目标跟踪算法在 FPGA 上的实现

然可能存在树叶的摇晃、雨雪等运动形式。文献[47]采用一种

运动估计和目标跟踪是一大类计算机视觉应用问题。因

多模态（multi-modal）的数学方法来对背景像素进行建模，用

为此类视觉系统往往对实时性的要求很高，所以非常适合用

多个动态范围的合成（而不是单一的像素值）来描述背景像

FPGA 来实现。

素，使得从图像中减去背景像素，提取出前景目标成为可能。

5.1

文献作者在 FPGA 上开发了相应的实时系统。

基于图像匹配和特征点匹配的方法
块匹配（Block Matching）算法以图像中某一给定区域在

5.3

其他目标跟踪方法

当前帧中的位置为基础，在下一帧图像中的附近区域寻找该

文献[45]在 FPGA 上实现了两种多目标跟踪算法，一种是

区域的匹配。文献[37-39]分别在 FPGA 中采用块匹配算法实

基于颜色阈值的方法，另一种是基于光流场的方法。其中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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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流场的方法实现方式为：首先通过相邻的两帧图像求出

（3）系统可靠性有待提高

每一个像素的速度，然后将速度大小超过一定阈值的像素标

目前软件开发已具有标准的、规范化的设计方法，以保证

注出来，最后用 8×8 的窗口将图像扫描一遍进行“融合”，求取

软件系统的可靠性。但在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的硬

目标的质心。该方法在 FPGA 上利用流水线的结构实现了计

件设计方面，目前在系统的基本结构、时钟设置、模块分配、测

算的并行性和实时性。

试方法等方面尚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其可靠性有时难以得到

粒子滤波算法是一种基于概率模型的方法，能够在复杂
的背景环境下实现鲁棒的目标跟踪，然而其计算复杂度很高，

保证，只能由设计者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设计，并在使用时发现
问题后再进行必要的改进。

也是构建实时视觉系统的一个瓶颈问题。文献[48]通过 FPGA

在设计中引入冗余，也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重要手段，但

的并行计算，解决了粒子滤波算法的实时计算问题，构建了一

增加冗余的同时也将带来 FPGA 资源利用率降低的问题。因

种实时目标跟踪系统。

此，如何在保证系统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时提高系统的可

文献[49]利用 FPGA 上实现了一种实时的人手检测和跟
踪系统。在 FPGA 上实现的算法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来对每一

靠性也是开发人员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6.2

发展趋势

个像素的 RGB 值进行分析，从而判断该像素属于人手还是属

尽管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目前还存在一些缺点

于背景。文献[50]用 FPGA 和微控制器相结合实现了实时的

和不足，但是，对于需要同时满足高性能、低功耗、结构紧凑等

多人脸检测。该系统的具体算法为，首先根据颜色提取出图

特点的视觉系统来说，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无疑将

像中可能是人的皮肤的区域，然后用轮廓模板结合遗传算法

是使用者的首选。因此，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具有

进行人脸的检测，最后再依据颜色判断嘴唇信息，从而确定人

良好的发展前景。

脸的位置。
此外，文献[51-53]分别介绍了三种利用 FPGA 实现人脸
实时检测的应用系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相关文献。

（1）系统开发难度将逐渐降低
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系统开发难度较大。因此，降低硬件开发难度将
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6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展望
6.1 存在的问题

Altera 公 司 提 供 的 DSP Builder 软 件（http：//www.altera.
com），能够将 MATLAB Simulink 环境下的软件仿真代码转

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结构

换成硬件设计代码，从而达到降低硬件开发难度的目的。而

紧凑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以 GiDEL（http：//www.gidel.com/）为代表的一些公司正在致

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力于研制和提供可以用于二次开发的硬件板卡和配套的软件

（1）实际应用系统少

开发环境，使用户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算法的研究和开发，而不

利用 FPGA 实现视觉算法时，需要对算法进行合理的拆

用过多关心底层的硬件实现方式，从而使并不熟悉硬件的开

分和改造，并通过适当的硬件结构来实现。目前，这一工作比

发人员也能够利用这些硬件板卡和配套软件进行基于 FPGA

软件设计的难度大很多，需要考虑时序、硬件资源等诸多方面

的系统开发。

的因素，因此，尽管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方面的研究

（2）模块化成果将不断增加

工作很多，但许多工作仅仅是进行了原理性设计，或者利用开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或公

发工具进行了综合和仿真，并没有做出实际的应用系统。虽

司进行 FPGA 的硬件板卡和在 FPGA 中实现的算法模块的研

然本文在进行介绍时尽量挑选了那些已经在硬件上得到过验

制开发；而为了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或产品，这些硬件板卡和

证的研究工作，然而，这些工作也大多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

算法模块也会具有更好的通用性，例如，硬件板卡将提供更多

段，并没有得到实际应用。文献[23，54-58]介绍的是较为接近

的通用接口，而算法模块则可以比较方便地在不同类型的 FP-

实际应用的研究成果。

GA 中得到实现并便于被用户调用，以便使更多的用户能够利

（2）算法模块化程度低
Altera 作为 FPGA 主要生产厂商之一，
领导了基于其器件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库 的 建 立 和 发 展（http：//www.altera.

用这些硬件板卡和算法模块进行二次开发。
（3）硬件设计方法将逐渐标准化
目前的 FPGA 应用系统设计尚缺乏统一标准。例如，目

com）。IP 库中的函数被称作“Megafunction”或“MegaCore”，

前的 FPGA 设计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同步电路，在设计时，需要

是由硬件描述语言设计的、封装好的“模块”，其功能类似于进

在时序上留有足够大的余量，才能够保证当环境温度、电流大

行应用软件开发时可以调用的函数。这些“硬件函数”可以由

小等发生变化时，系统能够可靠地工作。当设计规模很大时，

用户指定参数并进行调用，因而大大方便了基于 FPGA 的应

为了满足系统的时序要求，设计人员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时间

用系统开发。

和精力花在时序设计上。因此，时序问题是同步电路设计的

然而，迄今为止，上述 IP 库中所包含的模块仍然以通信和
接口协议、存储器控制、软核等为主，而在图像处理和视觉算

一个瓶颈问题。
以 Huffman 电路和 Muller 电路为代表的异步电路 [59] 是一

法方面则只有一些数据处理的基本模块（如 FFT、IFFT、DCT、

种全新的设计方法。虽然异步电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

IDCT 等），以及一些与图像和视频压缩相关的基本模块（如

同步电路，但与同步电路相比，异步电路设计以下两个显著优

JPEG、JPEG2000、H.264/AVC 等），而文中所介绍的大部分研

点：①设计中无需时钟，因此不必考虑时序问题，从而避免了

究成果尚未被做成这样的标准硬件模块，因而用户也难以利

同步电路设计的一大难题。②具有很强的自适应特性，环境

用这样的标准硬件模块进行二次开发。

温度和电压的变化只会影响异步电路的工作速度，而不会影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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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将同步电路与异步电路相结合，将

configurable platform for image edge detection reconfigurable

是提高大规模设计鲁棒性的重要方法。Altera 公司提供的

computing：Architectures and applications[M].Berlin/Heidelberg：

SOPC（System On a Programmable Chip）设 计 方 法（http：//
www.altera.com），可以通过 Avalon 接口协议来连接各个模块，
为异步电路的实现打下了物理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FPGA 中实现各种模块的硬件设计
方法将会逐渐走向标准化。
（4）应用领域将不断拓宽
虽然目前得到实际应用的基于 FPGA 的嵌入式视觉系统
还不多，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和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此
类系统的重要性，并在积极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

Springer，2006：93-98.
[12] 韦海萍，
赵保军，
唐林波，
等.Canny 算法的改进及其硬件的实现[J].
光学技术，2006，32（2）：263-266.
[13] 何文浩，原魁，邹伟.自适应阈值的边缘检测算法及其硬件实现[J].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9，31（1）：233-237.
[14] Eadie D，Shevlin F P，Nisbet A.Correction of geometric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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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利用 FPGA 很容易实现一个具备外部接口、控制、功

[16] Uzun I S，Amira A，Bouridane A.FPGA implementations of

能 IP、内嵌 CPU 等的功能全面的应用系统，所以，将 FPGA 技

fast Fourier transforms for real-time signal and imag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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