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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此PPT的培训目标为:

• 约定

• 命名约定

• 如何返回结果与可选的输出

• 诊断性与同址计算操作

• 高级用法

• 使用预计算数据

• 工作取消

• 数据序列化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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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约定

函数命名

各个函数的名称始于动词；放所定义函数题目的词组在其后面。例子为
ReadBarcode、FitPathToEdges。

下划字符出现后再定义有些函数的变种。
例子为SmoothImage_Gauss、SmoothImage_Median

参数命名

• in –输入参数

• out –输出参数

• diag –诊断输出参数

• io –输入与输出参数（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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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 由于有关有效性与线程安全的原因，应该先调用avl::InitLibrary函数，
然后再调用AVL中其他函数。

int main()
{

avl::InitLibrary();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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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 通过参考输出参数，返回所有结果。

• 此允许返回多参数，也重新使用内存缓冲器。

int outHAvg, outSAvg, outBAvg;

avl::ImageAverageHSx(img, atl::NIL, avl::HSxColorModel::HSV, 0, outHAvg, outSAvg, outB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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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 Dummy<T>类用于创建临时对象，使用此类后就会发布临时对象。

• 为了更方便使用，创建dummy()宏。

int width;
avl::Region region;
…
// 第二和第四参数未用。
avl::RegionBoundingBox(region, dummy(avl::Box), width, dummy(int));

printf("区域宽度为 %d",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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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输出参数

• 诊断输出参数带“diag”前缀。这些输出
仅仅对开发与进行试验所需。运行环
境下不计算这些输出。

• 为了执行诊断输出，请用
EnableAvlDiagnosticOutputs。

• GetAvlDiagnosticOutputsEnabled
可以用于执行诊断数据的计算。

Array<Path> edges;
Image diagGradientImage;

DetectEdges_AsPaths(image, NIL,
EdgeFilter::Canny, 2.0f, 2.0f, 60.0f, 30.0f,
edges, diagGradientImage);

EnableAvlDiagnosticOutputs( true );

if (GetAvlDiagnosticOutputsEnabled()) 
{

// 计算诊断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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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址数据处理

• 有些函数带io参数，这些参数一边作
为输入，一边作为输出。

• 有些函数输入和输出上可以带同样的
对象。为了检查此是否可行，请参考
函数说明书。

有些函数可以同址处理数据，换句话说，不是计算新的输入对象，而是更改现
有输入对象。这样可以提高性能。

DrawCircle(image1, circle, Pixel(255, 0, 0), ...);

NegateImage(image1, atl::NIL, im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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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输出

• 有些函数带可选输出参数。

• 参数不为atl::NIL的话，输出才
被计算。

• 因为不用计算给定的输出，所以
有些情况下传递atl::NIL可以提
高性能。

void BoxToBoxDistance
(
const avl::Box& inBox1,
const avl::Box& inBox2,
float inResolution,
float& outDistance,
atl::Optional<avl::Segment2D&> outSegment = atl::NIL

)

float distance;

// 忽略连接的线段
avl::BoxToBoxDistance(box1, box2, 1, distance);
avl::BoxToBoxDistance(box1, box2, 1, distance, atl::NIL);

// 使用线段
avl::Segment2D segment;
avl::BoxToBoxDistance(box1, box2, 1, distance,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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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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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算的数据

使用有些函数时，执行主要程序循环
前预计算数据更有效。

例如，为了执行ScanSingleEdge函数
，需要以CreateScanMap函数所来预
计算的ScanMap数据。以CreateXXX
函数来计算预计算的数据。

avl :: ScanMap scanMap ;

// 预计算扫描图
avl :: CreateScanMap ( 

imageFormat , scanPath , atl :: NIL , 5 , avl :: 
InterpolationMethod :: Bilinear , scanMap );
while ( true )
{
// 获取新图像
atl :: Conditional < avl :: Edge1D > outEdge ;
avl :: ScanSingleEdge ( 
image , scanMap , avl :: EdgeScanParams {}, 
avl :: Selection :: Best ,  atl :: NIL , outEdge );

if ( outEdge != atl :: NIL )
{
//  处理 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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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消

Adaptive Vision Library支持取消函数执
行的机制。如果执行函数可能花好长时
间，此机制有用。
可以从其他线程执行此函数。此后，
AVL函数执行中之所有线程可以取消当
前处理算法。从此种函数所返回的数据
在又有效又未指定状态内。

控制工作取消的函数：

• avl::CancelCurrentWork()

• avl::ResetIsCurrentWorkCancelled()

• avl::IsCurrentWorkCancelled()

#include <AVL.h>
#include <STD.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atomic>
#include <thread>

void ProcessingThread()
{

while(!avl::IsCurrentWorkCancelled())
{
std::cout << "迭代开始" << std::endl;
avl::Delay(10000); // 支持取消操作的函数
std::cout << "迭代结束" << std::endl;

}
std::cout << "线程处理终止" << std::endl;

}

int main()
{

avl::InitLibrary();
std::thread t{ ProcessingThread };
std::cout << "按Enter键以终止执行。" << std::endl;
std::cin.get();

avl::CancelCurrentWork();
t.joi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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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序列化

Adaptive Vision Library提供几序列化的函数：

• avs::SaveObject<T>/avs::LoadObject<T>
–用于序列化为avdata格式的泛型函数。序列化为文件

• avs::SaveDataToMemory<T>/avs::ReadDataFromMemory<T>
– avdata格式中序列化为内存缓冲器（atl::Array）的泛型函数

• avl::SaveImage,LoadImage
–将图像另存为文件的函数。支持几不同图像格式（例如bmp、jpg、png）

• avl::SaveRegion,SaveGrayModel,SaveHistogram等
–将常用数据类型另存为文件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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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数据类型

有的复杂数据类型的执行运作隐藏（例
如SpatialMap）。

此种类型通常提供：默认机构函数、析
构函数以及移动语义。

还可以使用函数来创建此种数据类型的
内容。

例如，CreatePerspectiveMap函数创
建用于消除透明功能的SpatialMap数据
类型。

class SpatialMapImpl;

class SpatialMap
{
public:

SpatialMap();
~SpatialMap();
SpatialMap(const SpatialMap& inSpatialMap);
SpatialMap(SpatialMap&& inSpatialMap);
SpatialMap& operator=(const SpatialMap& inSpatialMap);
SpatialMap& operator=(SpatialMap&& inSpatialMap);
bool operator == (const SpatialMap& rhs) const;
bool operator != (const SpatialMap& rhs) const;

SpatialMapImpl* pImpl;
};



17

Adaptive Vision Sp. z o.o.

Bojkowska 35A, 44-100 Gliwice, POLAND

电话：+48 32 461 2330

www.adaptive-vision.com

谢谢！

Centrum Edukacji i Biznesu „Nowe Gliwice”
ul. Bojkowska 35A, Gliw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