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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duino 和 ATxmega128A1 的多功能 

监控小车设计与实现 

韦如明 

摘要： 

本系统在 pcduino 平台的 ubuntu 系统下实现了视频的采集、压缩、传输，及

传感数据的发送，图象清晰，实时性较好。底层用 ATxmega128A1 实现了姿态传感

数据和实时温度的采集。本设计采用 USB 摄像头结合 LINUX 下自带的驱动模块

VIDEO4LINUX 实现视频采集，姿态传感和温度利用 ATAVRSBIN1 模块进行采集。视

频源码利用 jpeg 库进行压缩，视频传输采用 UDP 协议，达到了较高的实时性。 

 

关键词：小车；监控；视频  

1.课程设计项目介绍 

  1.1 项目的设计任务。 

    本系统可用于用于人类不能接近的一些危险地区，进行信息的采集。比如核

污染地区，高压危险区等等。同时系统也可移植到遥控无人直升飞机上，发挥更

大用途。用户可用笔记本电脑由局域网连接服务器，运行客户端软件即可实时监

控几十米外的环境数据信息和视频信息，或者利用 android 手机打开客户端软件

连接服务器读取相应的信息。服务器由 USB 摄像头采集数字视频信息，经过 jpeg

视频编码，然后通过 UDP 网络传输协议向连接到服务器的客户端传输视频信息，

实现视频的实时传播。采集到的 YUV 图像大约为 100KB 压缩后每帧图像大小平均

为 30KB，在局域网环境下延迟小于 0.5 秒，视频清晰无失真。 

  1.2 项目方案的选择。 

系统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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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平台介绍  ：  

 

pcduino 是一种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迷你 PC 的平台，能够运行 PC 操作系统，

如 Ubuntu 和 Android 的 ICS 等。它可以通过内置 HDMI 接口输出视频到电视或显

示器屏幕。 pcduino 专门针对开源社区快速增长的需求，即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

运行完整的 PC 操作系统，容易使用的工具链和兼容流行的 Arduino 开放的生态系

统，如 Arduino shield 和开源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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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uino 的硬件性能指标远超树莓派，性能稳定，做工精良。pcduino 迷你计

算机的 CPU 采用 1GHz ARM Cortex A8 内核，DRAM 为 1GB，板载存储达到 2GB Flash, 

完全兼容 Arduino 接口。另外，pcduino 可以从 NAND 或者从 mini-SD 卡(TF 卡)启

动，在 NAND Flash 内有出厂预装了 ubuntu 系统。 

ATxmega128A1 是爱特梅尔 AVR 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等特点。外围设备

有 4 个通道的 DMA 控制器，8 通道的事件系统，8 个 16 位的 TC，8 个 USART，4 个

I2C，4 个 SPI 等通讯接口。 

视频采集方案的选择: 

LINUX 有自带的摄像头驱动模块 Video4Linux. Video4Linux 为针对视频设备

的应用程序编程提供一系列的接口函数，对于 USB 摄像头，其驱动程序中需要提

供基本的 I/O 操作接口函数 如 open close 的实现 以及内存影射功能和对 I/O 操

作的控制接口函数 ioctl 等。 

视频传输方案的选择：  

视频传输可以选择 TCP 与 UDP，TCP 是一个面向连接协议，传输信息前需要建

立连接，系统资源开销大，但可靠性较高。UDP 是一个无连接协议，传输数据之前

源端和终端不需要建立连接，资源开销小，实时性较高。 

显示方案选择：  

PC 客户端或 android 手机两种选择都是当前方便流行的显示控制方式。 

  1.3 项目的功能。 

1.实时视频监控 

无延时的视频传输，提供了对环境进行实时视频监控的可能。支持多用户监

控，多方式监控。 

2.环境数据的采集 

本系统可以采集温度和车辆的姿态数据。 

3.小车控制 

本系统可以通过 PC 键盘或 android 手机控制小车的行动，通过视频信息和小

车的姿态信息可以身临其境的控制小车，控制小车的随意行进。 

2.硬件设计 

2.1 硬件电路整体说明。 

本系统的主要硬件电路有姿态传感器数据采集电路和 PWM 脉宽信号控制小

车电路。 

2.2 姿态传感器数据采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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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传感器数据采集电路如上图所示。  

电路主要是由爱特梅尔公司的 Xmega128A1 板接上该公司的配套的多功能合一传感器模

块 ATAVRSBIN1。采集到的姿态数据和温度数据通过 J4 的串口发送到 pcduino 的 UART_RX

针脚。 

2.3 PWM 脉宽信号控制小车电路。 

 

PWM 脉宽信号控制小车电路如上图所示。  

电路主要是在 pcduino 由 USART_TX 针脚发送控制信号到 Xmega128A1 上的 J3 的 PIN3

（RXD）针脚 ,再由 Xmega128AA1 产生 PWM 控制信号通过 PIN1、PIN2 针脚发送到小车驱

动板驱动小车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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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设计 

3.1 软件模块划分。（对整个软件和每个软件模块的关系进行说明）  

系统主要分小车服务端和 PC 客户端（或 android 客户端），服务端由视频数据

采集模块、传感数据采集模块、网络传输发送模块组成，客户端由视频数据接收

模块，传感数据接收模块，控制命令发送模块组成。如下图： 

 

3.2  视频数据采集模块 

（1）主要功能。 

    视频数据采集模块实现了采集数据然后压缩后进行实时传输，用了三个线程

分别实现了视频的采集压缩（线程 1），通过 UDP 协议开始监听（线程 2），压缩

后视频流的传输（线程 3）。服务器应用程序运行后，服务器即创建线程 1 进行视

频采集，线程 2 开始处于阻塞状态，等待客户端连接。一旦有客户端建立连接，

则线程 2 获得客户端 IP 信息。以此 IP 信息为参数建立线程 3，线程 3 通过 UDP

协议向客户端传递视频流。 

（2）主要结构。 

主要结构如下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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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软件函数说明。 

函数名：main_Loop 

函数原形：void *main_Loop(void *arg) 

功能描述：实现线程 1 的功能。 

输入参数：NULL 

 

函数名：udp_listen 

函数原形：void *udp_listen(void *arg) 

功能描述：实现线程 2 的功能。 

输入参数：NULL 

 

函数名：send_data_thread 

函数原形：void *send_data_thread(void *arg) 

功能描述：实现线程 3 的功能。 

输入参数：NULL 

3.3 传感数据采集模块 

（1）主要功能。 

    该模块主要是 Axmega128A1 和 ATAVRSBIN1 收集姿态传感器的数据信息通

过串口发给 pcduino，然后通过 UDP 传送协议发给 PC。 

（2）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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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软件函数说明。 

函数名：sensor_platform_init 

函数原形：void sensor_platform_init() 

功能描述：初始化传感器 

输入参数：NULL 

 

函数名：printf 

函数原形：extern int printf(const char *__fmt, ...) 

功能描述：通过 J4 的 PIN4（RXD）针脚发送 char 

输入参数：char 

3.4 视频数据接收模块 

（1）主要功能。 

    该模块主要是向服务端发送请求，接收服务端发过来的视频数据帧，在 PC 上

显示，实现实时视频监控。 

（2）主要结构。 

主要结构如下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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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软件函数说明。 

函数名：starts 

函数原形：  void Starts() 

功能描述：实现上面流程图的所有功能的函数，由 PC 端主线程开辟一个新的

线程来执行该函数。 

输入参数：无 

 

3.5 传感数据接收模块 

（1）主要功能。 

该模块主要是接收 pcduino 通过 wifi 发过来的传感数据，因为也是要求实时

性较强，所以也是用 UDP 传送协议。之后在 PC 上显示，实现实时监控环境数据

的功能。 

（2）主要结构。 

主要结构如下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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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软件函数说明。 

函数名：ReceiveSensor 

函数原形：void ReceiveSensor() 

功能描述：实现上面流程图的所有功能的函数，由 PC 端主线程开辟一个新的

线程来执行该函数。 

输入参数：无 

3.6 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1）主要功能。 

    该模块主要是由 PC 端（或 android 手机）发送控制命令到小车服务端，控制

小车行进。 

（2）主要结构。 

主要结构如下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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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软件函数说明。 

函数名：ControlCar 

函数原形：void ControlCar() 

功能描述：实现上面流程图的所有功能的函数，由 PC 端主线程开辟一个新的

线程来执行该函数。 

输入参数：无 

4.项目的实现和测试     

4.1 系统测试。（描述出整个项目测试的操作过程，即一个操作手册）  

测试环境：wifi 局域网 

延迟  

测试系统延时采用网络时间服务器（NTP），在视频传输之前从网络时间服务

器上获得时间，在客户端接收到视频播放之前再一次获得时间，计算两次差值从

而得到延时，多次测试得到，在局域网的条件下，延时小于 0.1 秒。 

控制小车采用现实操控，控制流畅无延迟，在 10 米无障碍物范围内，小车可

自由控制。大于 10 米由于 wifi 信号丢失，控制失效，有延迟。 

图像质量  

    在局域网条件下，图像无失真。在行动的一瞬间，会有少许失真和图像停滞。 

4.2 系统功能。 

总的来说，整个系统实现了视频监控和远程控制的基本目标，达到了对远方采

集环境数据的目的。符合最初的构想，整个小车监控系统经过一定的改良和调试，

可以用于探险，监控，无人采集数据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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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像采集说明 

在 Linux 下，视频数据的采集需要驱动接口，本项目采用的是 V4L2（video4linux2）。  

V4L2 是 Linux 内核中关于视频设备的中间驱动层，向上为 Linux 应用程序访问视频设备

提供了通用接口，向下为 linux 中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提供了统一的 V4L2 框架。  

5.1 V4L2 视频驱动接口介绍  

在 Linux 系统中，V4L2 驱动的视频设备（如摄像头、图像采集卡）节点路径通常为 /dev

中的 videoX，V4L2 驱动对用户空间提供“字符设备”的形式，主设备号为 81，对于视频设

备，其次设备号为 0-63。除此之外，次设备号为 64-127 的 Radio 设备，次设备号为 192-223

的是 Teletext 设备,次设备号为 224-255 的是 VBI 设备。由 V4L2 驱动的 Video 设备在用户空

间通过各种 ioctl 调用进行控制，并且可以使用 mmap 进行内存映射。  

 

主要内核源码有：  

v4l2-dev.c linux 版本2视频捕捉接口,主要结构体  video_device 的注册  

v4l2-common.c 在 Linux 操作系统体系采用低级别的操作一套设备 structures/vectors 的通

用视频设备接口。  

v4l2-device.c V4L2的设备支持。注册 v4l2_device 

v4l22-ioctl.c 处理 V4L2的 ioctl 命令的一个通用的框架。  

v4l2-subdev.c v4l2子设备  

v4l2-mem2mem.c 内存到内存为 Linux 和 videobuf 视频设备的框架。设备的辅助函数，使用

其源和目的地 videobuf 缓冲区。  

5.2 视频采集流程  

首先打开视频设备，视频设备在 Linux 中是作为文件处理，采用非阻塞模式打开

/dev/video0。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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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fd = open (“/dev/video0”, O_RDWR | O_NONBLOCK, 0); 

 

V4L2 的控制命令有很多，如启动，保存到缓存，输入，输出等，都是以 ioctl 来操作发

送驱动命令的，如下面的投放一个空的视频缓冲区到视频缓冲区输入队列中， 

参数：类型为 V4L2缓冲区数据结构类型  struct v4l2_buffer ； 

返回值： 执行成功时，函数返回值为  0；函数执行成功后，指令的视频缓冲区进入视频

输入队列，在启动视频设备拍摄图像时，相应的视频数据被保存到视频输入队列相应的视频

缓冲区中。 

struct v4l2_buffer tV4L2buf;  

memset(&tV4L2buf, 0, sizeof(struct v4l2_buffer)); 

tV4L2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tV4L2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tV4L2buf.index = i; //指令要投放到视频输入队列中的内核空间视频缓冲区的编号； 

iret = ioctl(fd_usbcam, VIDIOC_QBUF, &tV4L2buf); 

 

从视频缓冲区的输出队列中取得一个已经保存有一帧视频数据的视频缓冲区，放于结构

体 v4l2_buffer 中。  

        unsigned int i; 

  // 将缓冲帧放入队列  

       enum v4l2_buf_type type; 

       for (i = 0; i < n_buffers; ++i)  

           { 

                

      CLEAR (buf);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i;  

//指定要投放到视频输入队列中的内核空间视频缓冲区的编号 ; 

               if (-1 == ioctl (fd, VIDIOC_QBUF, &buf))//申请到的缓冲进入列队  

               printf ("VIDIOC_QBUF failed\n"); 

            } 

  //开始捕捉图像数据   ，驱动程序采集数据放进缓存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数据流类型  

  if (-1 == ioctl (fd, VIDIOC_STREAMON,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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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 ("VIDIOC_STREAMON failed\n"); 

          exit(1); 

  } 

 

采集到的是原始数据 YUYV 格式，需要将其压缩转换为 mjpeg 格式，压缩采用的是 libjpeg

的库函数实现，函数原型为，  

int compress_yuyv_to_jpeg(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buffer, int size, int quality);  

之后重复第二步操作缓冲区，不断的读取数据存在 buffers_cache 中。  

5.3 采集与发送结合  

除了采集线程 main_Loop 外，发送需要启动另外一个线程对 buffers_cache 进行操作。发

送数据采用的是 UDP。 

发送线程创建 udp socket 等待客户端连接，  

    pthread_create(&tid,NULL,udp_listen,NULL); 

 socket_server=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bind(socket_server,(struct sockaddr *)&sin,sizeof(sin)); 

 

为防止 2 个线程对同一块 buff 进行操作，设计两个变量 i,j 来分别表示当前工作线程操作

的区域。  

  if(buffers_cache[j].flag){ 

  if(j!=i){   

  wlen = write(sockfd,&buffers_cache[j],sizeof(buffers_cache[j])); //发文件到 socket 

  if(wlen!= MAX_SIZE)  

  {  

   printf("write data to sockfd error:%s\n",strerror(errno)); 

   return;  

  }  

 

 

6.多功能监控小车 Android 手机控制客户端 

6.1 程序意义以及说明  

近年的设备厂商开始推出软硬一体化的产品模式，大受市场的欢迎。而市场上比较高级

的智能小车智能使用专用的遥控器或者电脑来控制，给操作者带来诸多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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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在智能手持式设备的发展越来越普及，我们小组特意开发了多功能监控小车

Android 手机控制客户端。  

多功能监控小车 Android 手机控制客户端可用于局域网内控制多功能监控小车的运动，

同时设有多种控制模式，可满足操作人员的各种需要。  

本 Android 程序源码参考移植自三之乐公司 Android 智能小车客户端源程序，仅由于学

术交流，不用于商业用途。  

6.2 开发运行环境  

(1)PC 开发环境  

系统：windows7 操作系统 

内存：4GB 

CPU：酷睿 core i3 

硬盘：500GB 

连接方式：USB 调试  

(2) 手机开发环境  

型号：华为 C8812 

内存：512MB 

系统：Android2.2 

CPU：ARM cortex A5 高通 7227a 1.0Ghz 

GPU: adreno200 

传感器：重力加速传感器，电子罗盘  

系统:Android 2.2.1 

网络：局域网  

通信协议：UDP 

 

6.3 程序架构  

(1)功能说明  

 方向盘模式：双手手持手机，把手机当做方向盘控制小车左右方向。同时用左手拇指触

摸屏幕控制小车的前进后退。  

 

 重力模式：将手机水平放置时，小车静止不动。若将手机前倾，则小车前进。手机左倾，

则小车左转，以此类推来控制小车的运动。  

 

 触控模式：屏幕上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按钮，触摸按钮可控制小车的运动。  

 

 任我行模式：操作人在屏幕上用手指画出小车要运动的路径，小车会依照这个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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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程序架构图  

 

(3)程序架构说明  

用户通过四种模式来与程序交互，改变小车类（CAR）的状态。小车类（CAR）响应状

态的改变，并且通过网络将对应的运动指令通过局域网发送到真实小车上。真实小车接收到

指令后作出相应的运动。  

6.4 网络协议  

(1)网络类型  

由于小车带有移动的 WIFI 热点，手机客户端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到小车。这里我们采

用 UDP 协议。UDP 是 OSI 参考模型中一种无连接的传输层协议，它主要用于不要求分组顺

序到达的传输中，分组传输顺序的检查与排序由应用层完成，提供面向事务的简单不可靠信

息传送服务。UDP 协议基本上是 IP 协议与上层协议的接口。UDP 协议具有快速，无需连接、

消耗低等特点，适合在局域网内发送指令。  

(2)通信协议  

采用 UDP 发送命令  

命令  说明  

‘0’ 停止  

‘1’ 前进  

‘2’ 后退  

‘3’ 前左  

‘4’ 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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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左  

‘6’ 后右  

6.5 核心算法  

(1)重力感应算法  

几乎所有的 Android 智能机都采用了重力感应传感器，因此本 Android 客户端中的重力

感应模式也采用了传感器进行控制。  

传感器得到的值时 X,Y,Z 三个轴的重力加速度值，我们需要将这三个值进行判断。由于

人看手机时，手持手机的方式会稍令手机有一定的倾斜度，我们需要对这个倾斜度进行旋转，

转为水平度再进行判断。在 Android 的表现为，y 轴不变，x,z 轴稍有变动。  

转换公式如下：  

 

 

然后，我们只要判断当前 X,Y,Z 的值在什么范围内，根据相应的范围进行控制即可。例

如，X,Y,Z 轴的范围如下：  

int[] xmode0 = { -1, 2, -9, -2, 3, 7, -1, 2, -7, -2, 3, 7, -1,2, -7, -2, 3, 7 }; 

int[] xmode30 = { 2, 4, -5, 1, 5, 10, 2, 4, -5, 1, 4, 9, 2, 4,-5, 1, 5, 9 }; 

int[] xmode45 = { 3, 6, -5, 2, 7, 10, 3, 6, -5, 2, 7, 10, 3, 6,-5, 2, 7, 10 }; 

int[] xmode60 = { 6, 8, 0, 5, 9, 10, 6, 8, 0, 5, 7, 10, 6, 8,0, 5, 7, 10 };  

int[] xmode90 = { 8, 10, 0, 7, 4, 8, 4, 9, -2, 5, 0, 8, 5, 9,0, 7, 2, 8 }; 

 

int[] ymode0 = { -1, 1, -1, 1, -1, 1, -9, -2, -7, -2, -7, -2,3, 8, 3, 7, 3, 7 }; 

int[] ymode30 = { -1, 1, -1, 1, -1, 1, -9, -2, -6, -2, -6, -2,2, 8, 2, 7, 2, 7 }; 

int[] ymode45 = { -1, 1, -1, 1, -1, 1, -8, -2, -8, -2, -7, -2,2, 9, 2, 7, 2, 7 }; 

int[] ymode60 = { -1, 1, -1, 1, -1, 1, -9, -2, -7, -2, -7, -2,2, 9, 2, 9, 2, 9 }; 

int[] ymode90 = { -1, 1, -1, 1, -1, 1, -9, -2, -7, -2, -9, -3,3, 8, 2, 8, 3, 7 }; 

 

int[] zmode0 = { 9, 10, 5, 10, 5, 10, 5, 10, 5, 10, 5, 10, 5,10, 5, 10, 5, 10 };  

int[] zmode30 = { 8, 10, 8, 10, 4, 9, 4, 9, 5, 10, 0, 8, 4, 9,4, 10, 0, 8 };  

int[] zmode45 = { 6, 10, 8, 10, 1, 8, 1, 8, 5, 10, 1, 8, 3, 9,6, 10, 1, 8 };  

int[] zmode60 = { 3, 8, 7, 10, -4, 4, 1, 8, 5, 10, -4, 1, 1, 8,5, 10, -4, 1 }; 

int[] zmode90 = { -1, 4, 3, 10, -8, -1, -1, 4, 5, 10, -7, -2,-1, 4, 3, 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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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轨迹算法  

除了重力感应模式，还有任我行模式。任我行模式要求用户画出一条路径，然后小车按

照这条路径轨迹行驶。这里的难点是，程序需要分析这条路径然后将分析结果转化成对应的

控制小车的指令。  

例如，用户画出下面这条路径：  

 

 

程序然后通过时间间隔取点，把这条轨迹用多个点分割。  

 

由于是时间取点，所以当用户画轨迹时速度不一，会造成多个点聚集在一起的

情况。此时我们需要设定一个阀值，当用户画轨迹时移动距离超过一定的距离时，

才把点插进去，结果如下图： 

 

此时，分割点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这条轨迹上，我们的采样分割点结束。然后，

我们需要对这些点 Point(X,Y)进行分析，通过联系分析三个连续点 Point1

（X,Y),Point2(X,Y),Point3(X,Y)便能得到小车要转动的角度，从而控制小车的

转动。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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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客户端的设计与实现。实现的环境如下： 

系统：windows 7 

内存：4GB 

CPU：酷睿 core i3 

硬盘：500GB 

平台：virtual studio 2010 

语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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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C 客户端的界面 

 

   PC 客户端分成 4 个部分。 

（1）点击“打开摄像头”按钮，小车摄像头就会采集实际小车运行状态的视频

并返回，这个是实时更新的。 

（2）左下角有一个文字说明，根据返回的数据描述小车现在的运行情况，例如，

小车往左（右）运动，小车静止等等。 

（3）点击“采集数据”按钮，右边有计算小车实时运行状况的数据，包括重力

加速度，角速度，当前的温度等等。 

（4）右上角有一个小车动态模型，这个是根据小车实际运行状况模拟出来的一

个简单的动画，来说明小车现在的情况。 

总体来说，就是将小车摄像头和姿态传感器等返回来的数据信息显示在 PC上，

供人们监控小车的实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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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主要说明以下几个函数： 

（1）void Starts()//连接服务器，接收数据 

首先取得服务器的 IP（自己输入）。 

this.BeginInvoke(getSerIP); 

RSocket receive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SocketType.Dgram,ProtocolType.Udp);          

        while (SEVERIP == null) ; 

        IPEndPoint serverIp = new IPEndPoint(SERVERIP, 6666); 

        EndPoint serverEndPoint = (EndPoint)(serverIp); 

然后建立一个连接，接收数据，将数据放置在数据缓冲区内。再将数据流解

析（解析成图像，或者提取出数据） 

       command = System.Text.Encoding.ASCII.GetBytes(command1); 

       receivesocket.SendTo(command, serverEndPoint); 

       while(receivesocket.ReceiveFrom(buffer, ref serverEndPoint)==0) 

            receivesocket.SendTo(command, serverEndPoint); 

        int imageSize = System.BitConverter.ToInt32(imgSizeBytes, 0);                                   

            this.imgCur = ByteArrayToImage(buffer, imageSize); 

（2）int detectHandDirection(Bitmap picA1, Bitmap picA2) 

// 通过两个图片来识别小车运动方向 

     这个算法主要是根据提取到的连续两张图片来识别小车的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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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用余弦相似度，提取出两张图中小车的位置。再将两张图片进行腐蚀处理，

比较D1，D2图像白色小区域的位置，计算出两个图片中小车的运动方向差别来判

断小车的运动方向变化。 

            setArrLearnedRGB(58, 44, 233); 

            Bitmap picC1 = imgs.extractROI(picB, arrColorLearned); 

            setArrLearnedRGB(210, 211, 236); 

            Bitmap picC2 = imgs.extractROI(picB, arrColorLearned); 

            //对C1，C2进行腐蚀操作直到只有一个小空白区域 

            Bitmap picD1 = imgs.errosion(picC1, 50); 

            Bitmap picD2 = imgs.errosion(picC2, 50); 

                       

            int imgCenter1 = imgs.getImgCenter(picD1); 

            int imgCenter2 = imgs.getImgCenter(picD2); 

 

           if (imgCenter1 != -1 && imgCenter2 != -1) 

               return imgCenter1 - imgCenter2; 

  //--------------------------------------------------- 

   if (directionResult > 50) 

                        labelResult.Text = "小车往左运动"; 

                    else if (directionResult < -50)                    { 

                        labelResult.Text = "小车往右运动"; 

                    else 

                        labelResult.Text = "小车静止"; 

 

（3）void ShowSensorData(string str)//设置主要的采集的数据并显示出来 

this.textBoxAceleX.Text = sensorInfo[0];// +" cm/s²"; 

         this.textBoxAceleY.Text = sensorInfo[1];// +" cm/s²"; 

         this.textBoxAceleZ.Text = sensorInfo[2];// +" cm/s²"; 

         this.textBoxGyroX.Text = sensorInfo[3];// +" 度¨¨/秒?"; 

         this.textBoxGyroY.Text = sensorInfo[4];// +" 度¨¨/秒?"; 

         this.textBoxGyroZ.Text = sensorInfo[5];// +" 度¨¨/秒?"; 

         this.textBoxTemp.Text = sensorInfo[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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