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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基于图像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视觉信息理解、
人脸识别、医学影像、交通控制系统等领域有着广泛而又重要的应用。近年来，深度学
习在计算机视觉的许多问题如图像分类、人脸识别、物体检测等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卷
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模物体检测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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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法更好的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法。但现有卷积神经网络往往规模
庞大参数众多，不仅在训练的时候需要海量的数据和运算，在测试的时候运算量也极其
大，这限制了该方法在很多运算存储受限制场合如嵌入式系统、移动终端等的运用。
本课题以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为目标，旨在克服现有神经
网络所面临的限制和难题，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且研究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小
规模深度网络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c.

本课题以车辆检测分割和虹膜定位分割为主要应用背景，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
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深度全卷积网络因为只包含卷积网络层和 pooling 层，丢弃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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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层，因此可以接受任意大小的图片输入并生成对应大小的输出，此外，计算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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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从而比传统网络更加灵活。受此启发，我们提出了利用全卷积神经网络用于车辆
和虹膜区域分割检测。我们设计了新的网络结构，该网络进一步舍弃了一般全卷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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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pooling 层，只使用了卷积层和反卷积层，且反卷积层为卷积层的镜像过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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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 Deconv3 及其派生网络 Deconv5，Deconv7 和 Deconv3Fused，并通过大量实验验
证了它们的有效性。在车辆检测分割任务中，采用 Deconv5 网络，当模型收敛时，分割
精度约为 95.77%。在虹膜定位分割任务中，采用 Deconv3 网络，当模型收敛时，虹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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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精度约为 98.39%，比目前使用得较多的 FCN32(分割精度为 97.60%)和 Noh 反卷积网
络(分割精度为 97.64%)的效果都要好。同时，我们还提出了相应的数据增强和滤波器设

ht

计方法，并引入 Batch Normalization(BN)网络层，以加速检测过程和提升网络性能。此
外，我们还设计并标定了一个虹膜数据库，对所开发的方法进行验证。在利用 Deconv3
网络和使用 BN 方法加速的情况下，当模型收敛时，虹膜分割精度为 98.66%，在 GPU
上的测试时间约为 0.16s。大量实验证明，我们设计的深度全卷积网络有更强的鲁棒性和
分割效果，在时间性能上也更胜一筹。
关键词：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深度全卷积网络，数据增强，Batch Normalization

Abstract

Research on Fast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Fast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based on image is a fundamental task in computer
vision, and it has extensive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face recognition, medical imaging, traffic surveillance & control system and other
fields. In recent years, deep learning has become a great success in many computer vision tasks
such as image classification, face recognition and object detection. Some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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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uch a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have made better results in ImageNet mass
object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challenge than other methods,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method of this field. But many existing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 often have
vast size and large parameters, not only at the time of training needs vast amounts of data and
operation, computation is also extremely large in the test of time, which limits the method’s
application in many computing storage limited occasions such as embedded system, mobile
terminals, etc.

c.

This topic is for the target of fast segmentation and object detection, to overcome the

.a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existing neural networks, it not only has application
small scale deep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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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but also has theoretical research value in fast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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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ic takes vehicle segmentation&detection and iris location&segmentation as the
main application background to study the fast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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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only contain convolutional and pooling layers, and discard the
fully-connected layers, thus can take input of arbitrary size and produce correspondingly-sized
output, moreover, they have a lower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they are more flexibl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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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networks. Inspired by this, we put forward using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to
conduct this research. We designed a new network structure, which further discards the p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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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s from the usual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only uses convolution and deconvolution
operations, and the deconvolution operation is a mirror version of the convolution. We
designed Deconv3 and its derived network Deconv5, Deconv7 and Deconv3Fused, then we
conducted many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ir effectiveness. In the task of vehicle detection and
segmentation, we get an segmentation accuracy of 95.77% with the Deconv5 network. In the
task of iris location and segmentation, we get an segmentation accuracy of 98.39% with the
Deconv3 network, which is better than FCN32(97.60%) and Noh’s network(97.64%).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ata enhancement and filter design method,
and introduced the Batch Normalization layer to speed up the testing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network’s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we also built a iris dataset to validate our methods. We got
a segmentation accuracy of 98.66% with the Deconv3 network and BN method, and the testing

Abstract

time was around 0.16s on GPU.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our networks
have stronger robutness and better segmentation result, and the time performance is also better.
Keywords: fast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deep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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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Batch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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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引言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图像处理中，往往我们只对图像中的某些特定区域感兴趣，这些感兴趣区域一般
包含了某些特定信息或具有某些特定性质，我们将其称之为目标，剩下的为背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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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标进行更好的研究，我们希望将目标和背景区分开来进行单独分析，这便是图像分
割的任务。图像分割一直是图像处理中应用非常广泛的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
到一种统一的分割方法，分割算法好坏的评判标准也因实际任务的不同而不同[1]。图像
分割是图像识别和分析的基础，也是影响后续识别和分析的最重要因素，后续图像处理
的效果都直接取决于前期图像分割的好坏。由于图像精细分割有一定的难度，使得该研
究发展速度受到极大限制。图像分割技术自发展起就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到
现在为止已经发展得比较全面，针对不同的分割任务也发展出了许多相应的分割方法和

c.

改进手段，然而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而统一的分割体系 [1]。此外，分割算法的选择标准

.a

也极其不统一，科研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好来选择相应的分割算法，这使得图
像分割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工业界的使用。

at

基于图像的物体分割和检测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视觉信息理解、医学

si

影像、人脸识别、交通控制系统等领域有着广泛而又重要的应用。
近年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在计算机视觉的许多问题如图像分类、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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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检测等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为代
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模物体检测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其他方法更好的
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法。但现有卷积神经网络往往规模庞大参数众多，

tp

不仅在训练的时候需要海量的数据和运算，在测试的时候运算量也极其大。这限制了该
方法在很多运算存储受限制场合如嵌入式系统、移动终端等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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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以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为目标，旨在解决传统分割

检测算法的不足，以及克服现有神经网络所面临的限制和难题，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
且研究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小规模深度网络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图像分割问题并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法，通常要与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更有效
地解决分割问题。到目前为止，根据分割目的，已经存在各式各样的分割方法，但基本
可以划分成以下四种类型：基于阈值的分割算法、基于区域划分的分割算法、基于边缘
检测的分割算法和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算法。后续出现的许多图像分割方法，主要
都是在上述四种方法的基础上受到启发，并依此来做出改进和提高的。
1

引言

1.2.1 阈值分割方法
阈值分割方法在约 40 年前就已经出现，是图像分割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分割算法，
到现在已经提出了大量新的算法和改进算法。其主要思想为：首先获得图像的直方图，
然后人工选取一个或多个阈值，用以将直方图分成几个类别，每个类别的灰度值就是设
定的阈值，灰度值被划分到同一块直方图区域中的像素属于同一个类别。简单可以用如
下公式形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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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i, j )  T
g (i, j )  
， 公式 1.1
0, f (i, j )  T

其中，T 即为分割阈值，当图像元素为目标物体时，𝑔(𝑖, 𝑗) = 1；当图像元素为背景
区域时，𝑔(𝑖, 𝑗) = 0。可以看出，要想得到比较好的分割结果，如何选择一个最优分割
阈值是关键，当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阈值后就可以得到准确的图像分割结果，目前的许多
分割算法也都在致力于研究这个最优阈值的选择依据。

c.

阈值分割方法又可以分为全局阈值分割和局部阈值分割两种[1]。全局阈值分割就是
通过使用完整的图像信息来计算分割阈值，并使用这个阈值来分割图像；局部阈值分割

.a

是首先将图像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根据每个区域的特点得到一个对应的分割阈值，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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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对应分割各个图像区域，这种方法也叫自适应阈值分割[1]。根据分割算法使用的特
征或标准，阈值分割方法还可以分为特征空间聚类法、简单统计法与局部特性法、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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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空间方差法、最大熵法、基于过渡区域的阈值选取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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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阈值分割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延伸和扩展，在原有算法的基础上已
经派生出了许多新的方法，如严学强等人提出的基于量化图像直方图的最大熵阈值处理
算法[2]，通过使用最大熵阈值处理算法来处理量化的直方图，计算复杂度得到很好的控
制。薛景浩、章毓晋等人提出了基于最大类间后验交叉熵的阈值分割算法[3]，首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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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背景之间的类间差异，然后使用 Bayes 公式计算图像中每个像素点分别属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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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背景区域的后验概率，最后计算这两类区域后验概率之间的最大交叉熵[1]。这种
方法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通用性，能够轻松推广到二维特征，采用共生矩阵或其它特征
代替直方图，以提高分割的准确性[1]。俞勇等人提出的基于最小能量的图像分割方法[4]，
分割阈值选择依据是能量化的直方图。任明武等人提出的一种基于边缘模式的直方图构
造新方法[5]，很好地将边缘和噪声等因素对分割阈值的影响限制到最小范围。陈向东、
常文森等人提出的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分数维计算方法[6]，使用的是小波变换来计算图
像的分数维，效果良好，此外，因为快速小波变换的使用，使得计算能够实时进行，为
需要进行实时分析的图像处理任务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方法。
阈值分割方法简单快速，当物体不同或者物体结构有较大差异时，依然可以取得非
常不错的分割结果，在运算效率受限的场合广泛应用。但其也有一定的限制，表现为一
般情况下，仅仅使用一个阈值，因此生成的是二值化图像，这种图像只能分割开两个不
2

引言

同的类别，对于多个类别，则不能进行很好地划分。在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前景和背
景随着在图像中的位置变化，它们之间的对比度也随之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用一
个简单的阈值或者人为设定一组阈值，是很难将物体与背景分割开的，另外，该方法只
考虑像素本身的值，丢掉了图像的空间特性，使得该方法对噪声很敏感，最后，图像的
纹理等其它有用信息也没有被考虑进去，令最后的分割结果不那么让人满意。
1.2.2 区域提取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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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提取分割方法又叫区域生长分割法，其思路是：图像的像素之间是具有共性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具有共性的像素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相同的分割区域。其具体过程为：
首先在每个分割区域选择一个像素点作为种子生长点，然后遍历生长点的相邻区域，如
果某个像素点与种子像素具有某些共性，则将该像素点合并到种子生长点所在区域，如
此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没有像素可以被合并为止。

区域提取分割方法使用了图像的部分空间信息，因此能够方便地解决其它方法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如图像分割空间不连续等问题，但它通常也会造成图像的过度分割[1]。

c.

在区域提取分割算法中，如果采用整幅图像作为参考点，根据相同区域块其属性特征也

.a

大致相同的规律，来对每个像素进行划分，确定它们所在的区域，生成最后的分割图，
这种方法叫作区域生长法；如果初始参考对象不是整幅图像而是像素点，同样根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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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块其属性特征也大致相同的规律，将具有相似属性的并且是连通的像素点合并为一

si

个区域，这种方法叫作区域增长法；若同时使用区域生长和区域增长分割方法，就是分
裂—合并分割方法[1]。区域生长法的主要侧重点在于，将具有某些共性且在同一个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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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所有像素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分割区域，详细步骤是首先选定一个种子区域，该
区域为待分割的目标物体内的一小块，然后将种子区域领域范围内的像素点按照某种特
定的规则合并到种子区域中，如此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没有像素点可以被合并为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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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代表该物体的所有像素点合并到同一块区域中。使用此种方法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
确定合适的生长度量或相似度量。相似度量大致分为以下 3 种类型：基于区域灰度差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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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基于区域内灰度分布统计性质准则和基于区域形状准则[1]。分裂—合并分割方法的
大致思路是：首先把图像分割成若干个小块，每个小块内的所有像素点具有某些共同性
质并且处在同一个联通区域中，然后根据某种合并准则将这些小块进行融合，形成最后
的分割区域。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后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图像分割方法，如王
广君等人提出的基于四叉树结构的图像分割方法 [7] ，把区域增长技术和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结合，使得图像分割的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此外，该四叉树结构方法还
可以获取图像中分割目标的个数、灰度值、大小、轮廓等有用信息，因此特别适用于具
有多个分割目标的任务，并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屈彬、王景熙等提出了基于区域生长
规则的快速边缘跟踪算法[8]，并不直接处理整个目标区域，而是处理目标物体边缘的像
3

引言

素值，在保持了较好分割效果的前提下，解决了传统区域生长算法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
杂度较高的问题。王楠等人提出的一种改进的彩色图像区域分割方法，将彩色图像的颜
色信息很好地加以利用，并且和灰度图像的颜色信息区分开来，各自处理。
区域提取分割方法计算简单，分割结果良好，但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种子点的选
取方法和规则不统一，通过人工选择，因实验人员的选取方式和喜好的不同而不同，误
差较大，因此对噪声比较敏感，种子点选取得不好对分割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其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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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并不高效，当待分割的目标物体比较大时，分割的速度并不乐观。
1.2.3 边缘检测分割方法

边缘检测分割方法是按照不同物体的边缘不同而划分不同区域的一种分割方式，是
一种基于图像不同区域的连续性不同的分割方法。众所周知，图像中物体的边缘处具有
较高的梯度响应值，且图像的绝大多数有用信息都存在于不同区域的边缘上，同时，人
去辨识一副图像中的物体时，
往往都是根据图像中物体的边缘差异来划分出不同的物体，
以对图像进行认识分析，
所以对图像的分割可以转化为通过检测图像的边缘信息来实现，

c.

一旦图像中各个物体的边缘确定下来，其分割区域也随之确定 [1]。根据所用处理技术的

.a

不同，边缘检测分割方法可以分为串行边缘检测和并行边缘检测两种[1]。并行边缘检测
方法根据图像的一阶导数的极值或者二阶导数的过零点信息来判定边缘点，一些比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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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边缘检测方法是构造对图像灰度阶跃变化敏感的差分算子来进行图像分割[1]，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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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rt 算子、Sobel 算子、Laplacian 算子、Prewitt 算子等。当待分割图像中存在噪声时，
使用各种差分算子获得的边缘像素通常是不连续的，要想获得完整的边缘信息，还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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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结果采取进一步操作[1]。边界闭合是一种常用的后处理操作，能够使用梯度信息得
以实现，若某些像素的梯度大小和方向符合特定的准则，则可以把它们进行合并，若对
所有的边缘像素运用此方法，就可能得到闭合的边界。除了使用梯度信息，边界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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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闭合还可以考虑将数学形态学的一些操作加进来。
边缘检测分割方法根据所使用的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边界跟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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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界曲线拟合的方法、多尺度方法、图像滤波法、动态规划法、哈夫变换法等[9]。
宋焕生等人提出了多尺度脊边缘方法[10]，该方法先将图像进行小波分解，然后计算图像
的多尺度脊边缘及强度，最后通过脊边缘跟踪、滤波和小波反变换操作，产生最终的分
割结果[11]。张静等人提出了行扫描空间带通滤波法[12]，该方法在电视图像的自动跟踪和
识别任务上取得了不错的结果[13]。杨恒等人提出了基于图像信息测度（EIM）的多尺度
边缘检测方法[14]，该方法可以自动调整滤波参数，解决了传统方法存在的问题，且抗干
扰能力强，能够获得不错的检测结果[15]。
1.2.4 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法
图像分割技术自产生以来，随着各种新的技术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得到了很大发展，
也逐步发展出了许多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技术：
4

引言

(1)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分割技术。其主要思路是选择包含某种形态的结构元素去评判和抽
取图像中的对应结构，来对图像进行识别和分析。形态学图像分割以其优良的性能，发
展成为图像分割中的重要方法，并指引其它分割技术的发展。但该技术时间复杂度非常
高，如何把它和一些时间复杂度低的技术手段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2)基于模糊技术的图像分割方法。此技术运用了模糊数学相关知识，致力于攻克图像中
由于信息不准确、不全面等其它因素造成的一些不确定性问题。该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

cn
:8
08
0

模糊函数，解决了传统模糊函数的不足，能够快速正确地实现分割，分割结果令人满意，
在医学图像分析中应用广泛。

(3)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分割算法。其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训练多层感知器来得到线性决
策函数，然后对每个像素进行分类来达到分割的目的。

(4)遗传分割算法。遗传算法是一种随机搜索方法，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此方法进行了研
究和解析，此种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各种优化问题中。在对复杂图像进行分割时，往往需
要更多的参数和度量标准来对信息进行处理和融合，此时优化计算至关重要，而使用遗

c.

传算法不仅可以得到全局最优解，还能将时间复杂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a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

at

随着现代计算机视觉算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图像分割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图
像分割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至关重要的预处理操作，图像分割的好坏对后续识别和分析

si

的效果有直接影响。目前大致有 4 类图像分割方法：阈值分割方法、区域提取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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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检测分割方法、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法。其中，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
法又可以细分为：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分割技术，基于模糊技术的图像分割方法，基于人
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图像分割方法，遗传分割算法等。每种分割技术各有优劣，但主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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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算法复杂度高、时间效率低、耗费时间较长，不能满足现代计算机视觉领域处理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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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传统分割方法耗时长等缺点，首先研究了候选框图像的快速生成方法——
BING[16]，BING 本身不是一种分割和检测方法，只用于提取若干个可能是物体区域的候
选框，根据候选框可以分割出大致的物体区域，后续可以利用候选框区域做精细的检测
和识别。因为没有耗时的识别和检测过程，所以时间复杂度大大降低。本文在 Pascal VOC
和 ImageNet 车辆分割检测子数据集中验证了 BING 方法的有效性，训练和测试的时间都
非常短，并且能得到比较客观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另一方面，近年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在计算机视觉的许多问题如图像分类
[17][18][19][20]

、人脸识别[21][22][23]、物体检测[24][25][26]等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模物体检测
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其他方法更好的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法。受此启
发，本文开发了基于 CNN 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深度学习模型，采用深度全卷积网络
5

引言

(Deep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训练一个像素级二分类模型，从而达到分割和检测的
目的。
本课题以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为目标，旨在克服现有神经
网络所面临的限制和难题，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且研究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小
规模深度网络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本课题将围绕车辆分割和虹膜区域定位分割两个子任务，来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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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
1.4 本文的章节安排
本文共有 5 章，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图像分割技术发展的背景情况，阐述了图像分割对图
像识别、图像分析等的影响，图像分割技术潜在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然后介绍了图
像分割算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按阈值分割方法、区域提取分割方法、边缘

c.

检测分割方法和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法详细介绍了图像分割技术的发展历程。最
后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各章节安排情况。

.a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候选框图像的快速生成方法——BING。首先详细介绍了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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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实现机制以及几种优化方法，然后详细探讨了 BING 算法在车辆数据库上的实验
效果，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 BING 方法的优缺点。

si

第三章，本章主要介绍了 BP 神经网络。BP 神经网络是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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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是 BP 神经网络的改进和优化，理解 BP 神经网络对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学习有很
大帮助。本章首先介绍了 BP 神经网络的基本思想和一般结构，然后从网络的拓扑结构、
传递函数和学习算法详细介绍了 BP 神经网络的实现机制，最后介绍了神经网络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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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和不足，为第四章引入卷积神经网络做了铺垫。
第四章，基于 CNN 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从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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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提出了基于深度全卷积网络的图像分割检测算法。首先简单介绍了深度学习网络，
随后详细分析了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原理，紧接着阐述了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和分割等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并受此启发提出了本文中设计的深度全卷积网络
结构，通过大规模样本训练学习用于图像分割和检测的像素级分类模型。接着又阐述了
数据集的预处理准备过程，实验平台环境和网络训练采取的策略，并通过对比实验验证
了本文设计的深度全卷积网络相比于其它的全卷积网络能获得更好的分割效果，最后从
数据增强、滤波器设计、Batch Normalization 方面介绍了网络的优化方法。
第五章，对本文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实验结果分析进行了总结归纳，针对深度全卷积
网络算法中的不足分别提出了后期改进和研究的方向。

6

特定物体候选框快速生成方法——BING

第二章 特定物体侯选框快速生成方法—BING
在进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了针对特
定物体的基于二值化梯度绝对值(Binarized Normed Gradients，BING)算法的快速物体候
选框提取方法的研究。该方法并不直接做检测或者分割，而是根据图像区域似物性特征
生成若干个可能包含物体的候选框，候选框根据似物性得分高低排序，得分越高表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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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物体的可能性越高，可以利用这些候选框快速分割出感兴趣的物体区域，后续可以训
练更精细的分类器进行检测和识别。
2.1 BING 算法

传统的物体检测方法一般采用滑动窗口机制，先学习大量的样本，获得学习结果，
然后用学习到的不同大小的模板框滑动式遍历待测试图片，将模板框中的内容与学习到
的结果进行匹配，确定框中是否存在此物体。对于一副 N×N 大小的图片来说，要想遍

c.

历完所有的框，则需要进行约 N4 数量级次的遍历，这时候，如何快速而准确地筛选出

.a

包含物体的方框就成了很大的难题。此外，人眼对于图像的处理机制并不是滑动窗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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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首先注意到图片中重要的，能够形成物体的部分——即“显著性”区域(对应于
图像分割中的前景区域)。因此，如何快速锁定“显著性”区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si

BING 首先结合学习和优化的方法，不直接进行检测，而是计算图像快速特征，生
成若干物体候选框，后续再对候选框做分类，判断属于哪种类别的物体，从而实现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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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目的。其提出者为南开大学的程明明教授，大致步骤为首先按照预设的不同尺寸
对样本进行处理，生成不同尺寸和尺度的图片样本，然后计算图片样本梯度的绝对值作
为快速特征，再结合图像标注信息训练 SVM 分类器，确定含有目标图像的候选图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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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本实验方法中，采用位运算操作对算法进行优化，使其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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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明，二值化梯度绝对值候选框生成算法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候选框，还能大大降低算
法的时间复杂度。算法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2.1 二值化梯度绝对值候选框生成算法框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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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输入图像经过缩放得到不同尺度大小的图像，对新图像计算梯度的绝对值特征，
结合图像标注信息，在 8×8 大小的窗口内计算归一化的梯度值，提升算法速度，最后结
合 SVM 分类器产生一系列得分较高的候选框。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步骤一：将训练样本图像按照𝑊𝑜 , 𝐻𝑜 ∈ *10,20,40,80,160,320+缩放到 36 个不同的尺
度，其中𝑊𝑜 为图像的宽度，𝐻𝑜 为图像的高度；
步骤二：抽取图像快速特征——梯度绝对值特征(NG 特征，图像梯度的绝对值定义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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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像素颜色相减的绝对值)，生成新的图像数据，并按照带有真实标注信息的包含物体的
图像和随机采样的不包含物体的背景图像两种类别构造训练的正样本集和负样本集；
步骤三：运用步骤二建立的正负样本集进行分类器训练，利用两步级联 SVM 学习
一个度量图像窗口中物体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Stage I: 采用一个线性 SVM 学习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 𝐰,然后获取图像窗口的似物性得
分，即：

l  (i, x, y )

， 公式 2.1

c.

sl  w, g 

.a

其中，𝑠𝑙 为图像窗口似物性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区域包含特定属性或内容的可能性越
大，𝑔𝑙 为快速特征，𝑙为图像窗口位置，𝑖为图像窗口大小，(𝑥, 𝑦)为图像窗口坐标。

at

Stage II: 用 stage I 中的似物性得分作为一个一维特征，用另一个线性 SVM 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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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分重新排序，即：

si

图像中每个大小为𝑖的窗口图像学习一个学习系数 𝑣𝑖 和偏差项 𝑡𝑖 ，然后根据新的似

ol  vi  sl  ti ， 公式 2.2

其中，𝑜𝑙 为新的似物性得分，按照包含物体可能性的高低顺序排列。

tp

步骤四：对待检测的图像进行检测，生成一系列可能包含物体的候选框。

ht

2.2 BING 算法的优化
优化时，在不影响候选框提取效果的情况下仍然以加速为主要考虑因素，本实验中，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分别抽取 x, y 两个方向的快速特征，再进行融合。原方法为了使得算法更加快速，只
提取了 x 方向的 NG 特征，为了使得提取的候选框更加精确，即似物性响应更加准确，
我们提取了两个方向的快速特征，并进行了融合。在对速度没有太大的影响下，更多的
保证了候选框的准确度，以保证后续检测识别的精度。
(2) 二值化近似 NG 特征，NG 特征经二值化以后成为 BING 特征，如图 2.2 所示。

,

(红

色框所标注的 8×8 区域)即为 BING 特征，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子变量来存储(INT 64
和 BYTE)来存储 BING 特征和其最后一行，以加速特征计算。因为模型大小为 8×8，每
次处理时如果一位一位的处理，这样要处理 64 次，而将其二值化以后用 8 个 byte 存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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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一个 byte，每次可以对每个 byte 的特征进行处理，这样处理完一个 BING 特征只
需 8 次，大大节省了处理时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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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BING 特征

(3) 为了进一步加速，我们取每个 byte 的高四位值来近似原来整个 byte 的值，后面低四
位补 0，如：210 的二进制形式为 11010010，取高四位补 0 后为 11010000，只比原来的
值少了 2，在梯度特征上并不影响实验效果，而且可以进一步加速。

图 2.3 展示了经优化后 BING 方法的部分实验参数、训练所耗时间以及最后预测候

c.

选框的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训练过程只用了几分钟，而最后生成候选框只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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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几百毫秒。

图 2.3 BING 方法训练-预测结果示例

2.3 实验效果分析
在车辆分割检测任务中，我们在实验中设计了两个对比实验：(1)ImageNet 子集训练，
测试 Pascal VOC 子集；(2)ImageNet 子集训练，测试 ImageNet 子集。选取真实包围盒和
预测候选框之间不同的重叠阈值，采用准确率和召回率作为评价指标，实验结果分别如
表 2.1 和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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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ImageNet 子集训练,测试 VOC 子集
召回率

准确率

重叠阈值

召回率

准确率

>0.9

0.0901

0.62

>0.9

0.0462

0.727

>0.8

0.423

0.62

>0.8

0.523

0.727

>0.7

0.619

0.62

>0.7

0.801

0.727

>0.6

0.65

0.62

>0.6

0.844

0.727

>0.5

0.689

0.62

>0.5

0.873

0.727

at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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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阈值

表 2.2 ImageNet 子集训练,测试 ImageNet 子集

si

图 2.4 BING 方法检测得不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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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1 和 2.2 可以看出，
在 ImageNet 子集上训练和测试比在 ImageNet 子集上训练，
VOC 子集上测试性能略好，原因是两个数据子集的样本虽然有相近似的部分，但也存在
着大量差异，导致该算法的可扩展性有待提高。本方法唯一不足之处在于：在保证了时
间效率的情况下，损失了实验结果的精确度。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实验配置的精度都

tp

不是很高，一些检测得不好的例子如图 2.4 所示，其中红色框标注的部分是本方法没有

ht

检测到的。

结合表 2.1，2.2 和图 2.4 来看，BING 方法实验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1) 当实际标定的包围盒和产生的候选框重叠阈值设置大一点时（如：0.8）
，召回率显著
下降；
(2) 因两个数据库子集包含很多很复杂的图片，如：多个目标物体同时出现；目标物体
太小，一般只有一百多甚至几十个像素点大小；目标物体之间遮挡太严重，只显示了局
部不完整信息等。在这些情况下，本方法无法检测出其存在，因而无法生成候选框(如图
2.4 图片所示)；
(3) 产生的候选框比较大，包含了一些背景区域，这也是导致精确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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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ING 算法的优缺点
BING 方法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其强大的处理速度，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新的
一般物体识别或者检测方法，而是一种加速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BING 算法最终实现的功能并非物体识别或检测，而是大量似物性候选框的生成和筛
选，其快速的处理速度，并没有真正找出图片中的物体，而是找出可能包含物体的候选
框，候选框的数量大小可以根据物体的复杂程度为几十到几千个不等，与原来用滑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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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方式遍历所需 N4 遍历次数相比，大大减少了后续物体识别和检测的工作量。
2、将图像缩小到多种不同的大小，然后选用 8×8 的模板进行匹配。传统方法在处理图
像时，一般为了使得效果更好，都希望图像质量尽可能好，分辨率尽可能高，且在处理
的过程中尽量不修改原图像以影响图像质量，而 BING 方法却将原图像缩小。假设图像
大小为 1000×1000，模板框大小为 100×100，则遍历次数为 900×900=810000 次。若将图
像缩小到 500×500，模板框大小改为 50×50，则遍历次数只需 450×450=202500 次，仅为
原来遍历次数的 1/4，但效果却与原来一样。此外，虽然将图像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c.

响图像的质量，但是物体的结构和轮廓信息依然完好，因此对检测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a

3、BING 选用的是梯度特征，梯度图计算数据量小，能够完整的表达物体的形状，且采
用的是单通道图像，每位是一个 8 位的 unsigned char 型的数据，正好可以用一个 byte 存

at

储，方便计算和存储。二次加速时截取部分梯度值将数据进一步简化，去掉 byte 的低四

si

位，选取数据的高四位代替数据本身。虽然有一定的误差，但在图像中看不到明显的变
化，且这个优化操作可以大大减少位移运算量。完整的梯度图和截取后的梯度图对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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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图 2.2 所示，左图为原梯度图，右图为截取后的梯度图，可以看到图像并未发生太
大变化，只是变得稍微暗了一些，其它并无影响，我们所关注的车辆的闭合轮廓信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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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清晰可见。

图 2.5 完整梯度图和截取后梯度图效果对比图[27]

4、将所有对图像像素的位移操作转换为对位的操作，每次不是处理一个图像像素就移
动一次，而是一次处理 8 位即一个字节的图像像素才移动一次，大大减小了计算量和时
间复杂度，并将数据存储在 64 位的整型数据中，非常方便后续计算。
然而，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较好地定位出候选框的位置，随着两个检测框的 IoU 比值
11

特定物体候选框快速生成方法——BING

(intersection-over-union，计算方式为：两个检测框相交的面积比上它们相并的面积，
∆𝑆(𝐴∩𝐵)

𝐼𝑜𝑈𝐴𝐵 = ∆𝑆(𝐴∪𝐵))越来越大，召回率会显著下降，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另外，也有论
文专门对 BING 和其它候选框提取算法进行了研究[28]，图 2.3 给出了文中提到的一些检
测算法和候选框提取算法的平均召回率对比，可以看到，随着提取的候选框数量增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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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在召回率上并没有显著提高，于其它方法相比，BING 的性能也并无太大优势。

.a

图 2.6 平均召回率对比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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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快速提取图像候选框算法 BING 的原理、实现细节及其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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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Pascal VOC 和 ImageNet 部分车辆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验证，处理速度相当快，但

ht

tp

://
ir.

同时精确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最后对其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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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P 神经网络
3.1 BP 算法的基本思想
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是 1986 年由 Rumelhart 和 McCelland 为首的科学家小
组提出的一种神经网络，是一种按照误差反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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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具有广泛的应用[29]。BP 神经网络的基本思想是：训练过程中，信号沿输入层经过隐
含层到输出层逐层正向传播，而误差则是由输出层经过隐含层到输入层反向传播的。具
体来说，对于图 3.1 所示的只包含一个隐含层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一般又叫做三层感知
器或三层前馈网络)[30]，有以下特点：输入层与隐含层、隐含层与输出层均为全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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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而每一层内的神经元之间并无连接，不相邻的层之间也没有直接连接。

tp

图 3.1 典型三层 BP 神经网络模型[30]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ht

(1)信号的正向传播：信号 𝑥𝑖 从输入层传入，经过各个隐含层逐层处理后，最后到达

输出层。若输出层的实际输出和期望输出不相符合，则进入误差的反向传播阶段。
(2)误差的反向传播：将输出信号通过隐含层向输入层逐层反传回去，并将误差分摊给
各个神经单元，从而获得误差信号 ∆𝑖 ，此误差信号将作为修正各单元权值 𝑤𝑖 和偏置的
依据，以期望使得误差信号减小。
信号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不断进行，使得各层神经元权值不断调整，完成
神经网络的学习和训练过程，当网络输出误差减小到一定程度或者训练次数达到预先设
定的迭代次数以后，训练过程结束。
图 3.2 所示为 BP 神经网络算法的信号流向图[3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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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神经网络

图 3.2 BP 算法信号流向图[31]

3.2 BP 网络的特性
3.2.1 BP 网络的拓扑结构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质是多层感知器(Multi Layer Perceptron，MLP)，其主要的拓


c.

扑结构包括输入层(input layer)、隐含层(hidden layer)和输出层(output layer)三种类型。
输入层负责接收输入信息，并将输入信息传递给隐含层的各个神经元，其节点个数
隐含层负责信息的变换等，根据信息处理能力的高低，BP 神经网络可以由一个隐含

at



.a

是确定的。

层或者多个隐含层组成，当信息经过最后一个隐含层传递到输出层的各个神经元时，再

si

经过进一步后处理，就完成了一次学习的正向传播过程。隐含层的节点个数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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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节点个数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性能，一般可以根据如下经验公式大致确定隐
含层的节点个数：

hidden  input  output  a ， 公式 3.1

tp

其中，hidden 表示隐含层的节点个数，input 表示输入层的节点个数，output 表示输
出层的节点个数，a 是一个 1~10 之间的调节常数。
输出层用以输出最终的信息处理结果，其节点个数也是确定的。

ht



目前为止，只包含单隐层的感知器(三层感知器)就已经能够解决很多简单的非线性

问题，因此最为常用。以典型的三层 BP 神经网络为例，其拓扑结构如图 3.3[31]所示。理
想情况下，信号 𝑿𝑖 由输入层传入，经过中间的隐含层处理后，传输到输出层。若输出
结果与实际结果不相同，则还包括误差的反向传播过程，如图 3.1 和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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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神经网络

图 3.3 三层 BP 网络的拓扑结构图[31]

3.2.2 BP 网络的传递函数

c.

BP 神经网络使用传递函数(也叫“激活函数”)来描述层与层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
从而模拟各层神经元之间的交互反应。一般采用非线性变换函数——Sigmoid 函数（又

.a

称 S 函数）作为传递函数。S 函数本身连续且可导，因此在计算和处理上十分方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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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S 函数又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单极性 S 型函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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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1
， 公式 3.2
1  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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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性 S 型函数定义如下：

f ( x) 

1  e x
， 公式 3.3
1  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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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性 S 型函数和双极性 S 型函数的函数曲线如图 3.4 所示[31]。

图 3.4 单极性 S 型函数(左)和双极性 S 型函数(右)的函数曲线图[31]

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结合具体任务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传递函数，如非线性函数
tansig 函数、线性函数 purelin 函数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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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BP 网络的学习算法
BP 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就叫做 BP 算法，又叫 𝛿 算法，分为信号正向传播和误差反
向传播两个过程。下面以三层网络为例，来探讨 BP 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
3.2.3.1 信号正向传播
假设两个节点 𝑖 和 𝑗 ，节点 𝑗 的阈值为 𝑡𝑗 ，每个节点的输出为 𝑥𝑗 ，𝑖 和 𝑗 之
间的权重为 𝑤𝑖𝑗 。每个节点的输出值是由上一层所有节点的输出值、当前节点与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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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节点的权值、当前节点的阈值以及激活函数来决定的[32]。其计算方式如下所示：
n 1

o

 j  wij x j  th j
， 公式 3.4
i 0

 x  f (o )
j
 j

其中，f 为传递函数。信号的正向传播过程即按照上述计算方式进行。
3.2.3.2 误差反向传播

以三层 BP 网络为例，当网络输出与期望输出不相符时，存在误差 E，假设输出层结

c.

果为 𝑑𝑘 ，则误差可由下式得到：

at

.a

1
1 n
E ( w, b)  (d  O)2   (d k  ok ) 2 ， 公式 3.5
2
2 k 1

BP 神经网络采用梯度下降法调整权值，以使误差不断减小，因此权值与误差的梯度

si

下降应该成正比，即

E
, j  0,1, 2..., m; k  1, 2,..., l ， 公式 3.6
w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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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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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 Sigmoid 型激活函数的形式为

A

f ( x) 

1 e



x
B

， 公式 3.7

ht

对公式 3.7 求导，有

f ' ( x) 

Ae



x
B
x

B 2



B(1  e )

f ( x)[ A  f ( x)]
， 公式 3.8
AB

将上述公式代入公式 3.6 对𝜔𝑗𝑘 求导可得

E
  jk  xi ， 公式 3.9
 w jk
其中，  jk  (dk  yk ) 

f (o j )[ A  f ( o j)]
AB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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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𝑏𝑘 运用上述同样的计算思路，有

E
  jk
 bk
上述计算过程为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和输出层的阈值调整过程，隐含层与输
入层之间的调节计算过程与之类似。可以看出 BP 算法属于“δ学习规则类”
，其要求神
经元采用的变换函数可导，这也是 3.2.2 节中传递函数为什么采用 Sigmoid 函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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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一系列公式中可以看出，BP 学习算法中，各层神经元权值的调整方式都是相
同的，均由 3 个因素决定，即：
(1) 学习率 𝜂；
(2) 当前层输出的误差信号 𝛿；
(3) 当前层的输入信号 Y 和输出信号 X。
3.3 BP 神经网络的不足和改进

c.

BP 神经网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a

(1) BP 神经网络的学习速率是固定的，导致网络的收敛速度很慢，训练时间较长，可以
通过设置变化的学习率或者自适应的学习率来改进[33]。

at

(2) BP 算法很容易陷入局部最小值而得不到全局最优解，这是由于采用了梯度下降法的

si

缘故，可以采用附加动量法来解决。

(3) BP 网络隐含层的层数和节点个数一般是根据经验或者通过反复的实验来确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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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BP 网络往往存在很大的冗余性，通过反复实验来选取隐含层的相关参数也是一个盲
目而费时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学习的负担[33]。
(4) 网络的扩展性不强，学习和记忆具有不稳定性[33]。也就是说，如果增加了学习样本，

tp

训练好的网络就不适应新的训练样本了，有遗忘已有样本的趋势，需要从头开始训练。
对于以前的权值和阈值 BP 网络没有记忆，需要重新学习适合新增加样本的权值和阈值，

ht

但是可以将预测、分类或聚类做得比较好的权值保留下来。
针对上述不足，以下提供了三种措施来提高 BP 神经网络的性能：

a. 增加动量项(momentum)。加入动量因子可以加速算法收敛，目前在卷积神经网络中，
均使用了动量项，一般选择 0.9。
b. 使用变化的学习率。在后面的卷积神经网络中，采用了变换的学习率，每当达到一
定的迭代次数后，调整一次学习率，BP 神经网络也可如此借鉴，不仅可以加速收敛，而
且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c. 在训练 BP 神经网络之前，对数据进行归一化操作。即将训练数据映射到更小的区间
范围内，如[0，1]或者[-1，1]，不仅可以加速收敛，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计算量，减小网
络负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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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BP 神经网络的原理、拓扑结构、传递函数以及学习算法等，最后
讨论了一下 BP 神经网络的缺点并提出了几点改进方法。BP 神经网络与卷积神经网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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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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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类似的地方，掌握了 BP 神经网络对于理解卷积神经网络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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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 CNN 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近年来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新的
研究方向，在图像分类识别、人脸识别以及物体检测等应用任务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计
算机视觉的很多任务中取得了较传统方法更好的结果。
深度学习是传统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延伸，采用多个隐含层结构对图像数据进行处
理。深度学习是对传统神经网络的发展，如图 4.1 左图[34]所示，传统神经网络(三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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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只有输入层、中间隐含层和输出层三层节点结构，训练速度慢，容易发生过拟合。而
深度学习采用了神经网络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的分层网络结构，但是层数可以更多，
其中包含了多个隐含层，相邻层节点之间相连，如图 4.1 右图[34]所示的具有隐含层的多
层感知器(MLP)。深度学习的分层结构是从仿生学的角度模拟人类脑神经系统的层次结
构，以类似于大脑皮层的工作方式对输入数据分层处理。深度学习网络结构从大量的输
入训练数据中由浅入深地学习数据的特征表示，高层的抽象特征是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和

c.

非线性单元映射而形成的，
结构中的不同网络层是对输入数据在不同抽象水平上的理解，

图 4.1 传统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模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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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输入往往是具有一定语义信息的标注，比如猫、狗等识别理解。

深度学习是一种“深层学习”模型，是相对于SVM、Boosting、Logistic Regression等

“浅层学习”模型而言的。浅层学习需要人工定义特征提取方式，通常是单层结构，而深
度学习则是自主式学习数据的特征表示，无需人工根据数据属性定义特征形式，可以表达
复杂的高维特征，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21世纪之前机器学习领域主要是基于统计的浅层
学习模型为主，2006年Hinton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35]采用无监督学习方式优化深度
置信网络，引起了深度学习算法的狂热发展。深度学习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神经网络的训练
方式，它采用的逐层贪婪式训练方式每次只训练网络中的一层，采用自下上升非监督学习
方式分层训练各层网络的权重，自顶向下监督学习方式微调网络中的各层参数。
深度学习常用模型有 AutoEncoder 自编码器，Sparse Coding 稀疏编码，RBM 限制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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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兹曼机，DBN 深度置信网络和 CNN 卷积神经网络等，以及 RNN 递归神经网络等衍
生模型，其中 CNN 卷积神经网络在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36]、ImageNet 大规模图像库
上的分类识别都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而且在人脸识别、物体检测上都有应用。
4.1 卷积神经网络的原理和结构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是在多层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针对图像分类和识别而特别设计的一种深度学习方法，是对 BP 神经网络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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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BP 神经网络类似，都采用了前向传播计算网络输出，反向传播调整权值和偏置。CNN
与标准的 BP 网络最大的不同点是：CNN 中相邻网络层之间的神经元不是全连接的，而
是部分连接，即某个神经单元的感知区域来自于上一层的部分神经单元，而不是像 BP
那样与所有的神经单元相连接，此外 CNN 具有比 BP 神经网络更丰富的隐含层结构。
CNN 是一个多层结构的神经网络，如图 4.2 所示，每层由多个二维平面组成，每个
平面又由多个独立的神经元组成。CNN 在结构上一般包括输入层、卷积层、池化层

c.

(pooling layer)、全连接层和输出层。其中，卷积层和池化层可以反复叠加使用，每层产
生的特征映射需要经过非线性激活函数(常用的有 sigmoid 函数，tanh 函数，受限制的线

.a

性函数 ReLU…其原理和作用类似于 3.2.2 节中的 BP 网络的传递函数)激活并作为下一层

at

的输入。输入图像经过滤波和池化计算后输入到全连接层，一般在网络输出层之前。全
连接层可以是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层、多层感知器，也可以连接 Softmax 回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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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分类，最后将结果输出。图 4.2[37]中所示的输出层有一个或者多个节点，这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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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任务中常用的结构，对于回归拟合任务，输出层也可以是二维图像。

图 4.2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图[37]



输入图像：为了降低复杂度，一般使用灰度图像，也可以使用 RGB 彩色图像，此

时输入图像有 3 张，分别为 RGB 分量。输入图像一般需要归一化，如果使用 sigmoid
激活函数，则归一化到[0，1]，如果使用 tanh 激活函数，则归一化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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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卷积-Pooling 层：将上一层的输出与下一层的权重做卷积操作，得到卷积层和

Pooling 层结果，这些层的输出称为 Feature Map。


全连接层：将输入展开成一个一维向量，然后对这一维的向量进行点乘，因此要

求输入图像的大小必须是固定的。最后的分类器一般使用 Softmax，如果是二分类，也
可以使用 Logistic Regression。
CNN 在结构设计上有三个基本概念：局部感知域(local receptive fields)，权值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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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weights)和池化(Pooling)。
局部感知域能够发掘数据的一些局部特征，如图片上的一个点，一个角，或者一段
曲线，这些特征是构成动物视觉的基础；而在 BP 神经网络中，则不能感知局部区域特
征，图像上所有的像素点是一堆混乱的点，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发现。局部感知域还
可以降低神经网络参数的数目。在图像处理中，一般相邻像素联系较为紧密，而距离较
远的像素之间的相关性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因此，每个神经元只需要对局部区域具
有强相关性的像素点进行感知即可，在更高层将局部信息综合起来就可以获得全局的信
型参数数量大大减少，减轻了网络负担。

c.

息，如图 4.3[38]所示，右图每个神经元采用局部感知域，相比于左图的全局感受域，模

.a

权值共享是指网络结构中同一个卷积层的每个神经元的参数相同，如图 4.4[38]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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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CNN 中的每一层由多个 map 组成，每个 map 由多个神经单元组成，同一个 map
的所有神经元共用一个卷积核(即权重)，卷积核一般代表一个特征，比如某个卷积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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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段弧，那么把这个卷积核在整个图片上扫描一下，卷积值较大的区域就很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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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弧。权值共享策略大大减少了模型训练的参数，使得训练出来的模型泛化能力更强。
局部感知域和权值共享均是通过卷积层实现的，卷积层模型参数个数只与滤波器大小(即
感知域大小)和个数相关。

tp

池化又被称为下采样(downsampling)，是对特征映射图中的静态属性进行聚合，将
输入特征映射划分为不重叠的区域块，取其平均或最大值输出，目的是减小特征图，降

ht

低维度。常用的有最大池化(Max Pooling)、均值池化(Mean Pooling)、高斯池化(Gaussion
Pooling)和随机池化(Random Pooling)。Pooling 是对图像特征进行非线性下采样，利用图
像局部相关性的原理，对图像进行下采样，不但可以降低中间特征表示层的维度同时保
留有用信息，还能使图像的特征表示具有平移、尺度等不变性。
卷积神经网络将局部感知域、权值共享和下采样技术三种思想巧妙结合到一起，从
而获得特征表示的位移、旋转、形变、尺度等不变性，这也是 CNN 在图像分类任务中
获得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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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4.3 全连接与局部连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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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权值共享示意图[38]

典型的 CNN 网络前几层都是卷积层和 Pooling 层交替使用，然后是全连接的一维网
络。卷积层可以对输入特征进行滤波增强并降低噪声，Pooling 层可以提取有用特征降低

tp

数据维度。对于图像来说，前几层的卷积和 Pooling 层逐渐抽取到图像的各类型边缘、
连续边界轮廓、形状样貌等信息，最后的全连接层通过全连接方式充分利用前面层提取

ht

的高层信息进行分类识别等任务，输入到全连接层的特征信息可以表达更高层的语义，
通常被抽取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或作为其他任务的特征。
卷积神经网络学习的是输入到输出的映射函数，是一种有监督学习网络。通过构建

网络输出与样本标签之间的损失函数(常用的有交叉熵、欧式距离等)作为整个网络框架
的目标函数，训练过程分为信号前向传播和误差后向传播两个阶段，这一点与 BP 神经
网络相同。前向传播过程是为了计算输入数据对应的输出结果，从底层向上逐级计算输
出。后向传播阶段利用 BP 反向传播算法将损失函数对网络参数的梯度逐层向下传递。
训练开始时需要对网络中的权重和偏置项用不同的较小随机数初始化，有了初始参数后
就可以前向传播计算输出，计算输出与标签之间的误差并后向传播梯度幅值，通过随机
梯度下降法按极小化误差的方向反向调整网络权值和偏置，这样多次迭代反复调整结构
参数可以使网络误差逐渐降低并趋于稳定收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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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所示的是卷积神经网络 LeNet-5 的结构图[36]，这是 Yann LeCun 在 1990 年左右开
发的第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用于手写数字识别，它包含了 7 层结构，最后通过三个全连接层
充分利用卷积层的特征并输出 10 个节点（表示 0~9 数字）的概率值。该系统取得了巨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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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已经被美国大多数银行用来识别支票上的手写数字，实现了其商用价值。

图 4.5 LeNet-5 手写字体识别结构图[36]

c.

4.2 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a

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提到的几种常用模型，可以根据具体的视觉处理
任务做相应的组合和调整，例如上面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可以根据分类或回归任务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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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全连接层调整为 Softmax 回归分类器加交叉熵损失或者欧氏距离损失，中间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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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也可以根据具体的任务做相应调整。深度卷积网络（Deep Convolution Network）是对
卷积神经网络 CNN 的发展和延伸，CNN 通过多层的卷积和 Pooling 层能够学习到图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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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旋转、缩放扭曲、尺度等不变性的鲁棒的高层次特征表示，这些鲁棒特征对于图像增
强和复原、图像去噪、超分辨率图像、图像质量评估、深度估计等低层次图像处理任务有重
要的作用。下面着重介绍几种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tp

4.2.1 ImageNet 图像分类

ht

卷积神经网络在物体识别中最重要的进展体现在 ImageNet ILSVRC 挑战中的图像分
类任务，ImageNet ILSVRC 是一个图像分类比赛，其使用了 ImageNet 中的 1000 个类别，
每一种大约包含 1000 张图像。ILSVRC 总共有 127w+张训练图像，5w 张验证图像，15w
张测试图像。图 4.6[17]展示了其所用神经网络的网络结构，此网络结构被称为 AlexNet，
在 2012 年的图像分类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在测试集上最低的错误
率是 26.172%，2012 年，Hinton 研究小组利用 AlexNet 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15%。AlexNet
包含了 7 层结构，前面 5 个卷积层，最后通过 2 个 Softmatx 全连接层充分利用卷积层的
特征并输出 1000 个节点(分别对应 1000 个图像类别)的概率值。

23

cn
:8
08
0

基于 CNN 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

图 4.6 AlexNet 网络结构图[17]

AlexNet 网络输入图像的大小是 224×224×3，感知域的大小是 11×11×3。由于单个
GPU 的容量限制，训练该 CNN 使用了 2-GPU 并行结构(2 个 GTX 580，分别有 3GB 显
存)，在第 1、2、4、5 卷积层，模型参数被分成了两部分来训练。第一层中训练得到的

c.

96 个卷积核如图 4.7[39]所示，前 48 个卷积核由第一个 GPU 学习得到，后 48 个在第二个

图 4.7 AlexNet 第一层卷积核示意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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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上学习得到。

与传统的卷积网络相比，AlexNet 有几点不同之处：
(1)人工生成更多的训练图像。比如将已有的训练图像加入随机平移扰动，对训练样本

镜像映射，根据主成分分析改变其 RGB 通道的值等。通过这种方法训练数据扩大了 2048
倍，减少了过拟合。
(2)采用整流线型单元作为非线性激活函数，不仅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而且使得
神经元的输出更加稀疏，对各种干扰更加鲁棒。
(3)采用 Dropout 训练策略防止过拟合。Dropout 在训练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比率随机地
将隐藏层中的一些神经元的输出设置为 0，这种方法降低了模型的收敛速度，但可以使
结果更稳定，模型也更加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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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R-CNN 物体检测和语义分割
卷积神经网络在物体检测方面的重要突破是 R-CNN(Regions with CNN features)物体
检测和语义分割方法[40]的提出。物体检测是比物体识别更复杂的任务，物体识别只需要
对图像中的物体进行识别，即判断是属于猫还是属于狗等，而物体检测不仅要对图像中
物体进行识别，还需要返回所检测物体在图像中的精确位置。一副自然图像中可能包含
多个物体，且往往这些物体属于不同的类别，在这种情况下，物体检测将面临很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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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2013 年，ImageNet ILSVRC 竞赛的组织方将物体检测任务加入到比赛中，要求参赛
者在 4 万张互联网图片中检测 200 类物体[41]。当时由于深度学习算法并未大量流行，比
赛获胜者使用的是手动设计的特征，平均物体检测率(mean Averaged Precision，mAP)只
有 22.581%[41]，而在 ILSVRC 2014 中，参赛者使用深度学习方法将 mAP 提高到了
43.933%。R-CNN 首次提出将深度学习方法应用到物体检测任务中，并首次使用非深度
学习方法-Selective Search 来提取物体候选框，然后利用深度卷积网络提取候选框区域的
特征，最后使用 SVM 等线性分类器将区域分为物体和背景部分。R-CNN 所用的深度神

c.

经网络结构仍然是 AlexNet 网络，用以提取区域候选框的特征，AlexNet 因为使用了全

.a

连接层，因此要求输入图片的大小必须是固定的，所以在计算每个候选框区域的特征之
前，要将提取的候选框区域统一缩放到 227×227 大小，然后利用 CNN 正向传播，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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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层得到的特征提取出来。其大致流程如图 4.8[40]所示。

图 4.8 R-CNN 物体检测系统概述[40]

R-CNN 在 PASCAL VOC 2010 数据集上得到了 53.7%的 mAP，在 ILSVRC2013 200
类的检测数据集上获得了 31.4%的 mAP。R-CNN 是第一个版本，后续其作者又提出了
Fast-RCNN，Faster-RCNN 两个升级版本，检测速度和精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
ImageNet、PASCAL VOC 和 Microsoft COCO 等数据集上所获得的最好的前几种方法，
基本上都是基于 R-CNN 这种框架的，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4.3 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深度全卷积网络模型设计
物体的分割和检测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视觉信息理解、图像检索、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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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监控等领域有着广泛而又重要的应用。近年来，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的许多问题如
图像分类、人脸识别、物体检测等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模物体检测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其他方法更好的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
领域的主流方法。受这些成功启发，本课题还开发了针对物体分割和检测目标的深度学
习模型。
随着深度学习的流行，许多视觉问题都很自然地考虑到用深度学习方法来处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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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任务的复杂度越来越高，数据量越来越大，典型的深度学习模型如 VGGNet(网络层数
16 层)，GoogleNet(网络层数 22 层)等深层次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然而这些网络规模庞大，
网络参数众多，计算复杂度高，且训练这种深层次的网络要保证足够多的数据，这对于
数据本身比较少的情况则不太实用。此外，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往往采用多层卷积，然
后使用几个全连接层进行训练。然而，因为全连接层的操作是把输入拉成一个一维的向
量，然后对这个向量进行点乘操作，这就要求网络的输入大小是固定的，极大地限制了
网络的灵活性，有时候是非常不方便以及不合理的。另外，卷积层参数相对较少但消耗

c.

计算量，全连接层参数比较多，几乎占据了整个 CNN 网络 90%左右的参数，同时又可

.a

能带来过拟合(overfitting)。每次迭代训练时，卷积层的参数被每个 GPU 持有一份，计算
GPU 配合完成。

at

可以由每个 GPU 独立完成，而全连接层的参数被划分到各个 GPU，训练时需要由所有
本课题针对车辆检测分割和虹膜定位分割任务，构建了适当的深度全卷积小规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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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并且在最近流行的全卷积神经网络上也进行了实验，此种类型的网络不包含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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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因此可以接受任意大小的图像输入。此外，全卷积网络因为使用了反卷积层，可以
进行图到图，像素到像素级别的训练。
我们采用深度全卷积网络模型训练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割和检测模型，用该模型

tp

对输入图像进行像素级分类，生成像素级分类掩膜，从而达到分割和检测的目的。模型
框架如图 4.9 所示，该卷积网络仅由卷积网络层构成，每个特征图像与前一层的每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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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图像相连接，最后输出二值化的分割和检测掩膜。

图 4.9 深度全卷积网络模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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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网络层又分为卷积层和反卷积层两种类型，卷积过程对应于特征提取，将输入图
像转换为多维特征表达；而反卷积是指通过测量输出和已知输入重构未知输入的过程，
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图像恢复等领域，其将从卷积过程中提取的特征转换为最终的像
素级分类结果。从数学角度来讲，反卷积是卷积操作的逆运算。不同于卷积层，用一个
滤波窗口连接多个输入激活单元，以产生一个单一的激活值，反卷积层的一个输入激活
单元对应多个输出，即卷积减小了前向传播中激活单元的大小，而反卷积则增大了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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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大小。图 4.10 给出了反卷积运算示例[42]。

c.

图 4.10 反卷积运算图解[42]

.a

我们首先设计了一个 3 层的深度全卷积小规模网络 Deconv3，卷积模型及参数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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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所示：

图 4.11 Deconv3 网络结构

Deconv3 网络模型由 3 层卷积层和 3 层反卷积层构成，每一层卷积层和反卷积层后面
接一个 ReLU 激活单元，第一层由 96 个 15×15 的滤波器构成，第二层由 256 个 11×11 的
滤波器构成，第三层由 384 个 11×11 的滤波器构成，依此类推，最后一层输出是 2 个和原
始图片等大的像素级分类掩膜，一个是预测的分类为 0 的掩膜，另一个是预测的分类为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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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掩膜，损失函数采用 Softmax_Loss。因为整个网络结构只包含卷积层和归一化层，所以
训练图片可以采用任意大小的输入。
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络深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于是我们在 Deconv3 网络的基础上另外
构建了两个逐步加深的网络：
(1) 在第 3 层卷积层后面添加两层：第四层由 512 个 9×9 的滤波器组成，第五层由 512
个 7×7 的滤波器构成，对应添加两层反卷积层，形成 Deconv5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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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继续在第 5 层卷积层后面添加两层：第六层和第七层均由 1024 个 7×7 的滤波器
组成，对应添加两层反卷积层，形成 Deconv7 网络。
以下是整个网络模型中用到的一些计算公式：

卷积：位于位置(𝑖, 𝑗)处的数据向量𝑥𝑖𝑗 经过卷积层以后的输出𝑦𝑖𝑗 的计算公式为：



yij  f ks ( X si i ,sj  j



0 i , j  k

) ， 公式 4.1

其中，k 表示卷积核大小，s 为步长或降采样因子，𝑓𝑘𝑠 决定了网络层的类型：卷积操作，
激活函数的元素非线性操作等。

c.

ReLU：

.a

g ( x)  max(0, x) ， 公式 4.2

网络每一层输出：

hi  2  pad  kernel _ size
 1 ， 公式 4.3
st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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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好处在于训练非常快速，节省了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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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𝑜 为输出图片高度，𝑖 为输入图片高度，𝑝𝑎𝑑为填充大小，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为卷积
核大小，𝑠𝑡𝑟𝑖𝑑𝑒为卷积步长。输出宽度𝑤𝑜 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
Softmax_Loss:

 Tj x(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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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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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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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为样本个数，k 为类别个数，𝑥 为输入特征，𝑦 (𝑖) ∈ *0,1+为类标记，𝑙*∙+为指
(𝑖)

示性函数，其取值规则为：𝑙{值为真的表达式} = 1，log 项表示将𝑥 (𝑖) 分类为类别 j 的概率
然后取对数，后面一项为正则项，又叫权重衰减项。训练时，初始学习率为 0.001，动量
因子为 0.9，训练 batch 数为 100，测试 batch 数为 10。
同时，受多尺度深度卷积网络模型的启发，我们对 Deconv3 网络模型做了一点改变，
在前面两层反卷积操作时，将它的 Feature Map 和与之对应的卷积层的 Feature Map 进行了
融合，目的是更好地复原虹膜区域的全局信息，我们把这个网络结构称为 Deconv3Fused。
图 4.12 给出了两个网络结构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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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Deconv3 和 Deconv3Fused 网络结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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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微调了最近流行的全卷积网络 FCN32[43]网络和 Noh 反卷积网络[42]。

ht

FCN32 网络模型是目前分割检测任务中的佼佼者，其网络总共 17 层，采用改进的
VGG-16-layer 网络，只包含卷积-Pooling 层和相应的归一化层，并将所有的全连接层替
换为相应的卷积层，网络输入为 500×500 的图像，经过一系列卷积-pooling 操作后，采
用一个步长为 32 像素的反卷积层，输出为 544×544 的二值化像素级分类掩膜，最后采
用 crop 操作将其裁剪为和原图等大的分割掩膜图。Noh 反卷积网络也以 VGG-16-layer
网络为基础，与 FCN32 网络不同的是，Noh 网络采用的是 224×224 大小的图片输入，
且卷积-pooling 阶段和反卷积-unpooling 阶段是一个镜像过程，最后不需要 crop 操作就
可以输出和原图等大的分割效果图。
FCN32 网络和 Noh 网络的网络结构分别如图 4.13(a)
和 4.13(b)所示。对比图 4.11 和图 4.13 可以看出，我们设计的全卷积网络规模小得多，
计算量少，大大减轻了网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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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CN32 网络结构图

c.

(b) Noh 反卷积网络结构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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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数据增强

si

4.4 全卷积网络的优化

.a

图 4.13 FCN32 网络和 Noh 反卷积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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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神经网络，数据集大小是个关键因素，小数据集存在众多问题：模型将很可能
过拟合，并且有时候可能不止过拟合训练集，还过拟合验证集；噪声数据的影响加大。
因此需要众多方法增加训练数据，能够搜集到更多可用数据是一种方法，但很多时候搜

tp

集更多的数据意味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简单高效的方法是在原始数据上做变
换，得到更多的数据，这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常见的数据扩充方法包括：裁剪原始

ht

图片的一部分，将原始图片旋转一个小角度，将原始图片进行多尺度变换，镜像操作(包
括水平镜像和垂直镜像)，添加随机噪声，调亮度饱和度等。在虹膜定位分割任务中，我
们使用了数据增强，将训练数据扩充到原来的 32 倍左右。
4.4.2 滤波器设计
神经网络中，隐含层的参数个数与滤波器的大小和种类有很大关系，滤波器的个数也
直接影响到整个网络的计算复杂度，从而影响整个网络的性能。在车辆检测分割任务中，
采用 Deconv3 网络，每层滤波器个数为 96-256-384-512-256-2；而在虹膜定位分割任务
中，采用 Deconv3 网络，每层滤波器个数为 96-256-384-512-1024-2。测试时间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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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Deconv3 网络不同滤波器配置测试时间对比

网络结构
Deconv3-虹膜
Deconv3-车辆

网络层数
6层
6层

输入图片大小
227×227
227×227

训练误差
0.0368
0.1374

测试精度
98.40%
94.31%

平均测试时间
19.6076s
9.35s

通过表 4.1 我们发现，采用相同的网络结构，仅仅第五层滤波器的个数不同，在两
个任务中，车辆检测分割所用的时间仅为虹膜定位分割的一半左右。图 4.14 展示了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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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分割任务中，经各层滤波器滤波后的 Feature Map 可视化效果图，可以看到，随着
网络层数的加深，各层神经元学习到的虹膜特征也越来越好，但仍有大量的滤波器冗余，
到最后一层时，已经能够学习到整个虹膜区域。结合上述两个因素，加上虹膜图片比车
辆图片简单得多，因此理论上采用更少的滤波器个数更为合适，因此我们将第五层滤波

图 4.14 Deconv3 网络 Feature Map 可视化效果图-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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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个数减小为了 256 个，并通过实验验证其有效性，后续章节给出了实验结果。

同时，我们也研究了滤波器的尺寸对于实验效果的影响。在 FCN32 网络和 Noh 反

卷积网络中，均使用 VGG-16layer 网络作为初始网络，每一层卷积层的滤波器大小均为
3×3。受此启发，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对比实验，将 Deconv3 网络每一层卷积层的滤波器
大小改为 3×3，用以探讨小尺寸的滤波器对实验效果的影响。
4.4.3 Batch Normalization
Batch Normalization(BN)，即“批规范化”操作，是在每次随机梯度下降时，通过
mini-batch 来对相应的激活函数做规范化操作，使得输出信号各个维度的均值为 0，方差
为 1，从而防止“梯度弥散”
。总的来说，BN 主要有以下优势：
(1)可以使用更大的学习率，提高学习效率。如果神经网络每一层的尺度不一致，那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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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需要的学习率实际上是不同的，而同一层不同维度的尺度往往也需要不同大小的学习
率，一般训练神经网络时，初始时会选择一个较大的学习率(比如 0.1，0.01 等)，然后观
察训练误差是否下降，如果误差不下降或者误差下降但下降趋势不平滑，震荡得比较厉
害，则应减小学习率；如果误差下降，则可以适当增大学习率，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学
习率，使得误差下降且下降趋势比较平滑为止。这种做法并不高效，而 BN 将每一层、
每一维的尺度保持一致，在初始时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较高的学习率。

cn
:8
08
0

(2)丢掉 drop out 或者使用较低的 drop out 比例。在神经网络中，常常使用 drop out 来防
止过拟合，而导致过拟合的位置往往在数据边界处，如果初始化时权重落在数据内部，
过拟合现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如果使用更小的 drop out 比例值，也可以大
大提高训练速度。

(3)舍弃局部响应归一化层(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LRN)的使用。由于 BN 本身就
是一个归一化网络层，再使用 LRN 则显得多余，且 LRN 实际上也并无太大作用。
(4)减少神经网络对图像扭曲的使用。训练时，对输入数据少做一些扭曲，可以让网络更

c.

好的“理解”真实数据。

.a

如果在训练神经网络时，遇到收敛速度很慢或者梯度爆炸或者无法训练的情况，则
可以尝试使用 BN 来解决。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使用 BN 来加快收敛速度，提高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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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实验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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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实验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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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验阶段共有两个实验：车辆分割检测和虹膜定位分割。我们针对不同的任务
构建了各自的数据库。

4.5.1.1 车辆数据库的构建

tp

车辆分割检测采用了三个子数据集：ImageNet，Pascal VOC 以及 XCAR+PCAR 数据
集。ImageNet 和 Pascal VOC 数据子集我们只选取了一部分包含车辆的图片，图像大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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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其对车辆的实际位置均进行了标注，准确率和召回率均没有参考值作为对比，且
ImageNet 子集图片数量和包含的车辆信息比 VOC 子集更为丰富。XCAR+PCAR 数据库是
我们自己构建的数据库，包含了斯坦福大学的 Cars Dataset[44]数据库和我们从网上获取的一
些车辆图片。Cars Dataset 包含 16185 张共 196 类的带标注(标注方式为左上、右下两个点
的坐标，用以确定 bounding box)的彩色车辆图片，每张图片分辨率大小不一，我们统一将
其缩放为 227×227 大小。
我们从网上获取的图片共 15645 张，
图片难度类似于 Cars Dataset，
每张图片分辨率不统一，没有进行真实包围盒标注，同样的，我们统一将图片缩放为 227
×227 大小，并进行人工标注，标注方式同 Cars Dataset，在实际处理时，我们将 bounding
box 以内包含车辆的区域设置为 1，不包含车辆的区域设置为 0，生成近似的二值化分割掩
膜标签。图 4.15 展示了车辆数据集中的部分示例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 ImageNet、Pascal
VOC 和 XCAR+PCAR，从图中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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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CAR+PCAR 车辆图片相对 ImageNet 和 Pascal VOC 总体比较简单，车辆大小相对整
幅图片比较大；
(2) 各数据子集中，车辆类型和姿势都复杂多变；
(3) 图片背景相对比较丰富，部分图片中车辆和背景的对比度并不是太高(如图 4.15 中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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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第二列的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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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虹膜数据库的构建

.a

图 4.15 车辆数据集示例图片

si

在虹膜定位分割任务中，我们采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公布的虹膜数据集
CASIA-IrisV3-Interval[45]和我们自己采集的一部分虹膜图片构成的数据集 SIAT-Iris 作为

://
ir.

训练数据集。CASIA-IrisV3-Interval 包含了 249 个受试者，在不同实验条件下采集的图
片总数为 2639 张，除了有少量外国人外，本数据集中的受试者几乎都是中国人。SIAT-Iris
包含了 100 个受试者，每人采集的人眼图片数为 20~30 张不等，共采集了 5908 张虹膜

tp

图片。为了节省存储空间，提高数据传输速度，所有的虹膜图像均被压缩成 8 位的 JPEG
文件，在靠近红外光的条件下采集。虹膜数据集的一些统计数据和特征及示例图片分别

ht

如表 4.2 和图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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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虹膜数据统计
数据集

CASIA-IrisV3-Interval

采集装置

CASIA-close-up iris camera

采集环境

室内

室内

采集时间跨度

大部分图像分多次采集，每次采集的时
间间隔超过 1 个月

从 2015.10.19 开始采集，每天采集一批，
大部分图片的采集时间在晚上

人数

249

100

类别数

395

5

图像数

2639

分辨率

320×280

特点

高质量的虹膜图像，虹膜细节特征清晰
可见

SIAT-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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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8

640×480

.a

c.

高质量的虹膜图像，虹膜细节特征清晰
可见

at

图 4.16 虹膜数据集示例图片

si

图 4.16 展示了虹膜数据集中的部分示例图片，从图中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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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虹膜图片相对比较简单，虹膜位置总体比较固定，虹膜细节特征比较清晰；
(2)虹膜图片光照强度不同；

(3)上下眼睑和眼睫毛对虹膜的遮挡程度不同，有的毫无遮挡，有的遮挡比较严重；
(4)有些图片中虹膜和巩膜区域的区分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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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始的 CASIA-IrisV3-Interval 数据集只有 2639 张虹膜图像，对于神经网络来说，

ht

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人为地进行了一些数据扩充，包括采集更多的数据、
裁剪、缩放、旋转等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a、采集更多数据：除了 CASIA-IrisV3-Interval 数据集，我们额外采集了一批数据，包括一
百多个受试者，共 5908 张图片，图片分辨率为 640×480(数据集 SIAT-Iris)。
b、裁剪：首先将两个原始数据集中的图片缩放到 256×256，然后从图片的左上、左下、右
上、右下和中间五个位置裁剪出 227×227 的大小。
c、缩放：将原始图片分别缩放到 128×128，160×160，192×192，224×224 大小，为了保证
缩放前后长宽比不变，将缩放后的小图分别放在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位置，然后
将其填充到 227×227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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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旋转：原始数据集中包含少量稍微倾斜的虹膜图片，但比例很少，为了使这部分训练
数据仍然能学到比较好的特征，人为地挑选出一些图片，将其进行旋转，旋转角度分别为
5°、15°、30°、45°。
e、水平镜像：我们将原始数据集中比较难的图片，如：眼睑和眼睫毛遮挡比较严重的图
片，进行了水平镜像操作。
经过上述 5 个数据扩充操作后，训练图片总数达到了 83350 个，约为原来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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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虹膜数据库，我们以 Michael Boyd 的虹膜识别软件为基础，开发了一款符合我们
的任务的标定工具。标定时虹膜内外边界采用圆拟合，上下眼睑遮挡部分曲线采用贝塞尔
曲线拟合，工具根据贝塞尔曲线与圆曲线的交点，自动判定虹膜区域。标定完成后，软件
自动将虹膜区域标注为 1，非虹膜区域标注为 0，生成一个二值化掩膜作为训练数据的标

图 4.17 虹膜标定工具及效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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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签。图 4.17 给出了标定工具及效果的示意图。

4.5.2 实验平台环境和训练过程

ht

Caffe[46]是一个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平台，以其结构清晰、运行高效、简单快速上手的

优势受到广大深度学习研究者们的青睐。Caffe 框架能够接受图片、lmdb、hdf5 等多种数
据格式，且在 GPU 上对模型训练进行并行加速，并提供 Python 和 Matlab 接口。本文的深
度卷积网络模型训练是在 Linux 下的 caffe 平台环境下利用 GPU 加速进行的。训练时只需
直接对 4.3 节所述的的深度全卷积网络进行训练即可。
4.5.3 深度全卷积网络效果分析
4.5.3.1 车辆分割检测效果分析
在 Deconv3 网络实验中，
我们采用 227×227 的图像训练卷积网络模型，
当模型收敛时，
训练误差约为 0.1374，分割检测精度为 94.64%。对实际图片的分割检测预测结果如图 4.18
所示(所有结果均为直接预测结果，没有进行任何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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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Deconv3 网络车辆检测分割效果图

c.

从图 4.18 可以看出，3 层的小规模网络是有效的，但实验结果仍可以进一步改进。

.a

于是在 Deconv5 网络中，我们同样采用 227×227 大小的图像对模型进行训练，当模型收
敛时，训练误差约为 0.0812，分割检测精度为 95.77%。对实际图片的分割检测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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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9 所示(所有结果均为直接预测结果，没有进行任何后处理)：

图 4.19 Deconv5 网络车辆检测分割效果图

可以看到，检测分割效果有了进一步提升，再用 Deconv7 网络对比，当模型收敛时，
训练误差为 0.0819，分割检测精度为 95.73%。对实际图片的分割检测预测结果如图 4.20
所示(所有结果均为直接预测结果，没有进行任何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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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是三种网络实验效果对比结果：

c.

图 4.20 Deconv7 网络车辆检测分割效果图

训练误差

测试精度

测试配置

平均测试时间

0.1374

94.64%

CPU

9.35s

at

输入图片大小

网络层数

Deconv3

227×227

6层

Deconv5

227×227

10 层

0.0812

95.77%

CPU

12.94s

Deconv7

227×227

14 层

0.0819

95.73%

CPU

18.48s

://
ir.

si

网络结构

.a

表 4.3 车辆检测分割对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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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给出了不同网络结构的训练误差(左)和测试精度(右)随时间的变化图。

图 4.21 不同网络结构的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随迭代次数变化图

从三个反卷积网络模型的分割检测结果来看，
我们的模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
虽然增加网络层数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善分割结果，但增加网络层数是以延长训练时间和
测试时间为代价的。其次，可以观察到分割图像的边缘效果不是很好，当存在大量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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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车轮的预测不是很好，如图 4.20 最后一幅图所示。最后，从表 4.3 和图 4.21 中可
以看出，靠单纯增加网络层数来改善实验结果或许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网络性能已
趋于饱和，因此可以对其它结构的网络和训练策略进行尝试。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后期
的研究工作将集中于改善网络结构，可以考虑采用多尺度卷积网络模型，并分步迭代式
训练网络，将每个阶段的预测结果融合到下一个阶段的训练过程中，从而对图像进行进
一步精确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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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车辆检测分割任务中，用 FCN32 网络对分割任务进行微调，模型迭代 16K
次收敛后，实验精度为 96.63%。比我们设计的 Deconv3、Deconv5 和 Deconv7 网络效果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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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都要更胜一筹，图 4.22 给出了模型收敛时它们的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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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Deconv3,FCN32 网络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对比图

4.5.3.2 虹膜定位分割效果分析

在虹膜定位分割任务中，跟车辆检测分割任务相同，我们首先采用了 Deconv3 网络，

tp

根据虹膜图片本身比较简单，远没有车辆图片那么复杂的特点，这种小规模网络设计理论
上是合理的。当模型收敛时，训练误差为 0.0368，分割检测精度为 98.40%。对实际图片的

ht

分割检测预测结果如图 4.2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分割结果已经非常好。

图 4.23 Deconv3 网络虹膜定位分割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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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对 Deconv3Fused 网络的实验结果也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卷积层和反卷积层
的 featuremap 进行融合并没有太大作用，图 4.24 给出了 Deconv3 和 Deconv3Fused 两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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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实验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两个网络的效果并没有太大区别。

c.

图 4.24 Deconv3 和 Deconv3Fused 实验结果对比图

.a

同样，我们也微调了 FCN32 网络，当模型收敛时，实验精度为 97.60%。微调 Noh 反
卷积网络当模型收敛时，实验精度为 97.64%。图 4.25 给出了三种网络结构测试精度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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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Deconv3 网络的收敛速度也快于其它两个全卷积网络。

图 4.25 Deconv3,FCN32,Noh 网络测试精度对比图

另外，我们以 FCN32 网络为基础，简单研究了一下网络压缩对实验效果的影响。我们
只抽取 FCN32 网络中每个 pooling 层之前的若干卷积层的第一个卷积层和 pooling 层，组
成一个 9 层的 FCN32 子网络，我们将其称为 FCN32_Part，然后再用原始的 FCN32 网络模
型进行微调，当模型收敛时，分割测试精度为 97.1%。图 4.26 给出了微调 FCN32 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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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N32_Part 网络的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与前面得出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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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越深，实验结果越好。

图 4.26 微调 FCN32 和 FCN32_Part 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对比图

c.

实验中，我们对 CPU 和 GPU 测试的性能也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如表 4.4 所示。从

.a

表 4.4 中可以看出，GPU 加速后的性能约是 CPU 的 120 倍；同时，FCN32 网络和 Deconv3
网络的时间性能没有太大差别，原因可能是 FCN32 网络虽然较深，但反卷积操作没有

at

Deconv3 网络那么多，而反卷积操作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表 4.4 虹膜定位分割对比实验

网络层数

FCN32

17 层

输入图片大小

测试精度

测试配置

平均测试时间

500×500

97.60%

CPU

20.226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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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

17 层

500×500

97.60%

GPU

0.1674s

Deconv3

6层

227×227

98.40%

CPU

19.6076s

Deconv3

6层

227×227

98.40%

GPU

0.164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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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N32

ht

为了进一步减少网络的计算时间，我们又分别做了两个对比实验：
(1)图片输入采用 123×123 大小，用 Deconv3 网络的 1，2，5，6 层组成的网络，即 2 层的
卷积-反卷积网络—Deconv2 训练模型，当模型收敛时，训练误差为 0.1121，实验精度为
94.87%；
(2)图片输入采用 123×123 大小，用 Deconv3 网络训练模型，当模型收敛时，训练误差为
0.0889，实验精度为 95.33%。
不用 GPU 加速，
我们对模型的测试时间也做了一个对比，
具体实验结果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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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CPU 下不同模型测试时间对比
输入图片大小
训练误差
测试精度

网络结构

网络层数

平均测试时间

Deconv2

4层

123×123

0.1121

94.87%

0.946s

Deconv3

6层

123×123

0.0889

95.33%

3.846s

Deconv3

6层

227×227

0.0368

98.40%

19.6076s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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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给出了不同网络配置下的训练误差(左)和测试精度(右)随时间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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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不同网络配置下的训练误差和测试精度随迭代次数变化图

si

从表 4.5 和图 4.27 中可以看出：(1)测试图片大小相同时，用更深的网络能得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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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2)网络结构相同时，采用更大的图片输入，实验效果更好；(3)更深的网络和更
大的图片输入在提升实验精度的同时，却增加了时间代价，且这种代价增长并不是线性的。
针对上述结论，后期我们将主要优化网络结构以压缩网络，并适当缩小网络的输入以进一
步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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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给出了各实验方法虹膜定位分割效果对比，从上到下依次为：Deconv2(1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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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v3(123×123)，FCN32(500×500)，Deconv3(227×227)，黑白图为定位分割结果，灰度
图为预测结果在原图中的位置对比，红色线条包围的区域为定位分割出的虹膜区域，可以
看出分割效果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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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4.28 各实验方法虹膜定位分割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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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虹膜识别系统，该系统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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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 GoogleNet 网络[47]快速检测出包含人眼的图像区域。图 4.25-(2)展示了利用
GoogleNet 算法检测出的人眼区域，训练时采用 60×60 大小的图像分辨率，图像的标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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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双眼位置的左上以及右下各两个点作为标注信息，训练和测试的 batch 数均为 256，采用
欧式距离作为损失函数。

(2)利用 Deconv3 网络检测虹膜区域，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后处理，
生成一个二值图像的 mask。

tp

该阶段得到的虹膜区域不仅准确地检测出了虹膜的内外边界，还屏蔽掉了被遮挡的虹膜区
域，如被上下眼皮、眼睫毛、眼镜等遮挡的部分，以及因反光而生成的白点区域也被屏蔽

ht

掉了。

(3)利用 gabor 小波变换提取虹膜区域的特征，并进行匹配。首先通过 hough 变换快速地定
位出虹膜内外边界，确定二值图像所表示虹膜区域的内外圆参数；然后对虹膜区域进行均
匀采样，采样方式为将从瞳孔中心等角度向外生出 256 条直线，所有相邻直线形成的角度
相同(360/256)，每一条直线都与虹膜内外边界相交，在相交的线段上再等间隔的选取出 4
个点，这样就找到了 1024 个点，然后对这个 1024 个点的局部区域计算 gabor 小波变换值，
生成 2048 bit 的向量，同时根据输入的二值图像生成 2048 bit 的 mask；最后将提取出的虹
膜特征code1 与mask1 与虹膜特征数据库里面存储的特征与 mask 进行运算计算特征差异，
计算方法如下：
HD 

|| (code1  code 2)  mask1  mask 2 ||
|| mask1  mask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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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D 为匹配的两个虹膜特征的差异，定义为虹膜特征的汉明距离，因为要匹配两个
虹膜特征所对应虹膜区域的公共部分，所以要与 mask1 与 mask2 作与操作。当 HD 小于
0.3 时，我们认为两个虹膜特征是从同一个虹膜上面提取的，即匹配成功。
图 4.29 展示了这三个过程，其中图 4.29-(1)是整个系统的初步界面，后期将进行进一
步开发；图 4.29-(3)(a)是我们采集的人脸图片，原始分辨率为 1296×966，将其输入到
GoogleNet 模型中，产生 4.29-(2)中的人眼区域检测图，4.29-(3) (b)，4.29-(3) (d)是从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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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裁剪出的红色预测框人眼区域，我们将其缩放到 227×227 大小后，用 Deconv3 网络得到
的模型检测虹膜区域，最后进行编码将其可视化出来，如 4.29-(3) (c)和 4.29-(3) (e)所示。
该系统完整地处理一张图片约 1min 左右，后续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模型和系统，使处理尽

.a

c.

量达到实时。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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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4.29-(1)

(a)

(b)

(c)
4.29-(3)
图 4.29 虹膜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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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3 全卷积网络优化结果分析
4.5.3.3.1 数据增强效果
我们通过数据增强对虹膜数据进行扩充后，将实验精度提高了 3 个百分点左右，由此
证明数据增强在本课题任务上确实是有效的。
4.5.3.3.2 滤波器设计效果
我们将 Deconv3 网络第五层滤波器的个数减小为 256 以后，
发现测试时间由 19.607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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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为 9.08s ，但测试精度并无太大影响，因此此操作证明是有效的。我们继续将剩下
的各层滤波器个数减少，如采用 60，80，128 等，但实验精度也随之受到影响，由此可
以看出，滤波器个数不是随便设计的，至于每一层的滤波器个数选择多少最好，还有待
进一步实验验证。同时，我们将所有滤波器尺寸改为 3×3 大小以后，发现当模型收敛时，
实验精度约为 98.35%，与原来采用大尺寸的滤波器结果并无太大差别。
表 4.6 给出了详细的实验配置和测试精度对比结果。

表 4.6 Deconv3 网络大滤波器和小滤波器详细配置
conv2

conv3

大滤波器尺寸

15×15

11×11

11×11

小滤波器尺寸

3×3

3×3

3×3

deconv3

deconv2

c.

conv1

deconv1

测试精度

11×11

11×11

15×15

98.66%

3×3

3×3

3×3

98.35%

.a

卷积层名称

at

4.5.3.3.3 Batch Normalization 效果

si

实验中，我们加入 BN 操作以后，收敛速度明显加快，且收敛时测试精度提高到了
98.66%，而不加 BN，收敛时测试精度为 98.39%。由此可见，加入 BN 操作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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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展示了虹膜定位分割任务中，使用 Deconv3 网络，加 BN(蓝线)和不加 BN(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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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误差(图 4.30 左)和测试精度(图 4.30 右)对比图。

图 4.30 不使用 BN 和使用 BN 训练误差与测试精度对比图

4.6 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基于 CNN 的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方法，首先介绍了 CNN 的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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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接着以 ImageNet 图像分类、
DeepID 人脸识别和谷歌围棋 AlphaGo 为例讲述了 CNN
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最后详细描述了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深度全卷积网络模型
的设计，并分析了相关实验结果，最后从数据增强、滤波器设计和 Batch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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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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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讲述了全卷积网络的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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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5.1 本文工作总结
物体的分割和检测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视觉信息理解、图像检索、视
频监控等领域有着广泛而又重要的应用。近年来，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的许多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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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类、人脸识别、物体检测等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模物体检测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其他方法更好的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
领域的主流方法。但现有卷积神经网络往往规模庞大参数众多，不仅在训练的时候需要
海量的数据和运算，在测试的时候运算量也极其大。这限制了该方法在很多运算存储受
限制场合如嵌入式系统、移动终端等的运用。本课题以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检测和
分割方法为目标，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且研究用于快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的小规模深度
网络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c.

实验中，我们首先研究了候选框图像的快速生成方法——BING，该方法并不直接做

.a

检测或者分割，而是根据图像区域似物性特征生成若干个可能包含物体的候选框，候选
框根据似物性得分高低排序，得分越高表示包含物体的可能性越高，可以利用这些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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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快速分割出感兴趣的物体区域，后续可以训练更精细的分类器进行检测和识别。其主

si

要过程为：将图像缩放到不同尺寸，然后抽取图像的快速特征，进行分类器训练，学习
似物性度量模型，然后对待测试的图片进行测试，生成一系列可能包含物体的候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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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通过(1)分别抽取 x, y 两个方向的快速特征，再进行融合；(2)二值化近似 NG
特征，NG 特征经二值化以后成为 BING 特征；(3)截取梯度值的高四位来代替原来的梯
度值这三个操作来对 BING 方法进行了优化。最后我们在 Pascal VOC 和 ImageNet 部分

tp

车辆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该方法能够获得很快的训练和测试速度，但对于检测框之间
IoU 值比较大的情况，召回率和精度不是很高，后续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

ht

另一方面，随着卷积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视觉各个研究领域的成功应用，本文也开发

了相应的深度学习网络模型。深度学习在图像分类、人脸识别、医学图像、交通场景等
图像处理任务上均有成功应用，以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 ImageNet 大规
模物体检测和识别竞赛中取得了较其他方法更好的结果，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
法。但现有卷积神经网络往往规模庞大参数众多，不仅在训练的时候需要海量的数据和
运算，在测试的时候运算量也极其大，这限制了该方法在很多运算存储受限制场合如嵌
入式系统、移动终端等的运用。本文通过对已有深度学习模型的分析，开发了用于快速
物体分割和检测的小规模全卷积神经网络，全卷积神经网络只包含卷积层、受限制的线
性单元 ReLU 和反卷积层等，舍弃了以往的全连接层，大大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减轻了
网络负担，并且比原有卷积神经网络更加灵活，可以采用任意大小的输入。我们针对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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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分割检测和虹膜定位分割这两个任务进行了实验，对 Deconv3 深度全卷积网络分割效
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受此启发设计了 Deconv5、Deconv7 网络，通过大量对比实验进
行了验证，证明 Deconv3 小规模全卷积网络对于快速物体分割是有效的，在分割基础上，
我们还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虹膜识别系统。最后，我们研究了数据增强、滤波器设计、Batch
Normalization 操作对全卷积网络性能优化的影响，实验证明，上述操作是有效的，在加
速收敛的同时，能进一步缩短测试时间，提高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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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下一步研究方向

随着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广泛推广和应用，探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快
速物体分割和检测算法成为一个热门方向。本文提出的深度全卷积网络经实验验证已取得较好
的效果和进展，在一些场景下取得优于传统方法的效果，但是该算法目前存在一些未解决的缺
点。本文提出的深度全卷积网络对于比较复杂的图片如：多辆车辆粘连，车辆与其它物体互相
遮挡严重，虹膜图片中眉毛过于浓厚，化浓妆等情况定位分割不够准确，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

c.

究。

在模型结构上，深度全卷积网络模型仍值得进一步的探究，其卷积网络层的滤波器尺寸

.a

大小和个数设置、BN 层的进一步应用等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次在训练数据准备和

at

训练参数以及训练策略的选择上也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最后，后续的研究工作还可以沿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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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深度全卷积网络方向进行研究，并探究新的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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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经历，通过的同学我们调侃打趣，没通过的同学我们各种鼓励。这些难忘而珍贵的回
忆，将一直埋藏在我的脑海里，在某个阳光温暖的午后，沏上一壶茶，在脑海里翻一翻
当时的画面，我想嘴角一定会微微扬起。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是我坚强的后盾，不断给以我支持和鼓励，你们
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们的爱和信任将一直陪着我走向人生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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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四川眉山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研究生

2009.09 -- 2013.07

四川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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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1] Feiyun Zhang, Xiao Xu, Yu Qiao, “Deep Classification of Vehicle Makers and Models: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training and Data Enhancement”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Biomimetics(IEEE-ROBIO), Zhuhai, China,2015.

c.

[2] 徐霄，陈阳，张飞云，乔宇，
“基于深度反卷积网络的虹膜定位方法研究”
，
《集

at

.a

成技术》
，2016 年 1 月 1 期-A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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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一种互联网图片过滤方法及装置”
，专利号：201410855326.2。

://
ir.

[2] 专利“虹膜定位方法及装置”
，专利号：201510854051.5。
[3] 专利“一种虹膜检测定位与识别系统”
，专利号：20151085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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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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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91320101）
，
“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环境
理解与目标检测方法研究”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 深圳市孔雀技术创新项目（KQCX2015033117354153）
，
“非受控条件下人的身份与行
为识别关键技术研究”
，2015.09.11-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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