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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技术

摘 要
本文基于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技术，进行模式识别系统的设计以及模
型的优化。利用机器学习领域中的相关算法，从理论分析到实际建模完成一套基
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模式识别系统的设计，并用 Matlab 软件编程实现该模式识
别系统。利用 CIFAR-10 数据库对建立的系统进行实践检验，完成训练集的训练过
程和测试集的识别率测试。利用 CIFAR-10 数据库的实验结果，进行模型的分析和
优化，最后得到 8 类测试集的识别率为 71.2%。对于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
获得 98.92%的测试集识别率和 99.15%的训练集识别率。更重要的是对于每一张图
片的识别时间在 10ms 左右，满足实时性。
关键词：模式识别，卷积神经网络，识别率

Abstract
Based on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visually impaired, this article pay
attention to design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model. Taking
advantage of algorithms in machine learning, this article complete a pattern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rom theory to actual, and implement
the model by using Matlab. This article test the system using the CIFAR-10 database,
and complete the procedure of training and testing of recognition rat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CIFAR-10 database, this article analysis and optimize the model. Finally,
obtaining 71.2% recognition rate using the testing database that has eight class. Besides,
when using the MNIST database of handwritten digits, this system obtains 98.92%
recognition rate using testing database and 99.15% recognition rate using training
database. More importantly, the recognition time is around 10ms,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real-time system.
Keywords: pattern recogni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ecogni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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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背景和目的
盲人是指有视觉缺陷的人，他们是很大一个群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
据可知：全世界大约有 2.85 亿人视力受损，包括 3900 万的盲症患者和 2.46 亿的
弱视者[1]。而就我国而言，盲人群体也相当大，据我国卫生部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大约有 1691 万人视力受损，包括 578 万的盲症患者和 1113 万的弱视者。在我们生
活当中，他们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有着很多的不便，比如出行，工作等。盲人想
要安全方便的在日常环境中生活就一定需要可以替代双眼的导航系统。因此，我
们必须专门针对盲人来设计导航系统，可以帮助他们更快速方便地适应新的环境。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盲人导航系统都是适用于大范围场景中的导航，这种系
统实现的方法较多，也比较容易。而对于小范围的盲人导航系统就相对较少，因
为相对来说这方面的系统实现难度大，比如定位室内环境下楼梯、障碍物、卫生
间的位置等。
而基于景象匹配（模式识别）的图像处理方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给盲
人导航开辟了新的道路。图像导航技术[2]是最早应用于导航的技术之一。人类最原
始的导航方式就是通过眼睛获取图像，再通过大脑对这些图像进行处理并做出判
断。而对于盲人而言，正是缺失通过眼睛获取图像的功能，导致大脑无法进行处
理。然而，图像导航技术可以帮助盲人获取图像并同时对图像进行处理，将判断
反馈给盲人，这可以很好地解决盲人的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算法可以利用的信息越多，则这个算法就会有更好的分辨能
力。换句话说，增加特征的维度可以帮助提升物体识别的效果。但是利用一般的
相机我们只能获取 RGB 图像，却无法获取物体的三维信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只能在二维空间中进行物体识别。然而，Microsoft 提供的 Kinect 可以帮助我
们以相对便宜和方便的方法来获取物体的 RGB 信息和深度信息（即 RGB-D 图像），
从而完善我们的识别系统，即可以以更加真实的方式为盲人提供便利。
此次毕业设计课题中，我的研究任务主要利用 RGB 图像和 RGB-D 图像进行物
体识别算法的研究，并希望以后可以用于盲人导航系统，主要聚焦于机器学习中
模式识别算法的研究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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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所述以及相关应用型产品，总体上可以将 3D 物体识别的
方法分为两类，即基于 2D 图像的识别算法来实现 3D 目标识别的方法和基于 3D 特
征的识别方法。基于 2D 图像的识别算法主要分为：基于深度图的 HOG 特征法[3]、
机器学习方法[4]和深度核描述子法[5]，而基于 3D 特征的方法又主要分为：旋转图
像法[6]、3D 形状上下文法 [7]、视点特征直方图 [8]和归一化对齐径向特征[9]，具体内
容描述如表 1.1 所示。

表 1.1 3D 物体识别方法分类表
算法分类

基于 2D 图
像的识别
算法来实
现 3D 目标
识别的方
法

算法描述

特点

基于深度图的 HOG
特征

用滑动窗口的检测方法，基于深
度图的 HOG 特征用于检测器估计
物体的大小，裁剪掉不可能是物
体大小的目标

速度快

机器学习

用自定义的一个特征向量作为机
器学习的输入进行学习训练，用
训练的结果进行检测和识别

方法简单

深度核描述子

基于核特征学习的 5 种深度核描
述子，分别提供不同的目标识别
线索

识别精度高，提高了系
统的性能和鲁棒性

将旋转图像作为一个物体形状的
特征描述子，来实现基于物体表
面特征匹配的识别

在比较复杂和存在遮
挡的场景下也使用，且
能实现多目标的同时
识别，识别系统具有很
好的鲁棒性

旋转图像

基于 3D 特
征的方法

2

3D 形状上下文

在存在噪声和复杂的
基于 3D 形状上下文特征描述子的
场景下也适用，且具有
识别
较好的识别精度

视点特征直方图
(VFP)

VFP 特征描述子用于编码目标的
几何和视点信息

有较高的识别性能和
快速的计算能力，且可
用于存在噪声和微笑
几何形变的目标识别

归一化对齐径向
特征(NARF)

NARF 特征描述子较准确的表征了
目标外部形状轮廓

为目标识别提供了强
有力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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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对于传统的图像导航技术，导航的速度和准确率存在不足。而近几年，机器
学习领域的研究，给盲人导航带来新的生机，也能很好的弥补导航速度和准确率
不足的问题。机器学习的本质即用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处理过程：在将机器学习算
法应用于导航之前，会利用大量已知的数据进行训练（类似于人不断获取数据，
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得到一组模型的参数；在之后的导航识别中，只要将新的数
据用模型参数进行计算（类似于人获得新数据并于在数据库中搜寻结果），就能迅
速的得到结果。虽然训练过程会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识别的过程非常迅速。
因此，我的研究围绕机器学习的算法展开，主要研究机器学习中的卷积神经
网络。通过对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卷积层和子采样层的设计和优化，建立一个适
合实验数据库的模型，并用该模型对数据库进行训练，得到模型的参数（包括卷
积层的卷积核子和子采样参数）。最后，利用该模型和参数对新的物体图像进行识
别率计算。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技术，主要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卷积神经
网络算法，利用 CIFAR-10 数据库进行模式识别的研究，建立模式识别模型，同时
通过 CIFAR-10 和 MNIST 数据库进行模型的测试和优化。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绪论。通过对盲人视觉辅助技术的概括性介绍，提出模式识别对该
技术提升的重要性和介绍国内外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现状，从而提出本文的研究
方法。
第二章：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设计。首先，通过对卷积神经网络的介绍，分析
其相对于传统神经网络的优越性；其次，对本文建立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框架进
行整体的介绍；接下来，对卷积神经网络的实现做理论分析，主要从前向传输计
算和反向传输调整权值两方面展开；最后，对模型的具体实现做详细说明，从模
型初始化、前向传输计算、反向传输调整权值、识别率测试及数据分析和画图五
个方面展开说明。
第三章：模型的训练和优化。分别对 CIFAR-10 数据库和 MNIST 数据库进行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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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于 CIFAR-10 数据库，首先，对 CIFAR-10 数据库做简单的介绍；其次，具
象的展现 CIFAR-10 中图像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各层上的特征图；接下来，通过对
典型模型在 CIFAR-10 数据库上训练和识别的结果进行分析，改进和优化模型结构，
提升测试识别率；最后，对比和优化各个模型的训练和识别表现，确定识别效果
最好的模型及参数；对于 MNIST 数据库，对数据库做整体的介绍后，进行该数据
库的训练和测试。
第四章：总结。对论文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以后深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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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设计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是近年发展起来，并且受
到相关研究者重视的一种高质量识别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Hubel 和 Wiesel 在研
究猫脑皮层中用于局部敏感和方向选择的神经元时发现其独特的网络结构可以有
效地降低反馈神经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出了卷积神经网络[10]。如今，CNN 成为
许许多多研究领域的热点，尤其是在模式识别方向。由于 CNN 不需要对图像进行
复杂的预处理而直接输入原图像，极大地降低工作量，因而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一般而言，CNN 的基本结构有两层：一层为卷积层，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与
前一层图的局部或者全部相连，并通过卷积计算得到该层特征图，当特征提取时，
也确定这两层之间的位置关系；另一层为下采样层，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与前一
层的局部相连，并采样得到该层的特征，最典型的操作是对输入图像的不同 n  m 块
的所有像素进行求和，因此输出图像在两个维度上分别缩小 n 和 m 倍，当然一般
情况下 n 与 m 相同，并且平面上所有神经元的权值相等。此外，正是因为下采样
层可以共享神经元权值，才可以很好地减少网络参数。对于 CNN，每一个卷积层
后都紧跟着一个下采样层，这种二次特征提取的方式很好地降低特征的分辨率。
CNN 主要用来识别具有扭曲不变形的 2D 图像，例如位移、缩放、旋转等。
CNN 除了以上所述还具有其它两个特点：一个是 CNN 特征检测过程是通过训练
得到，因此可以避开显示的提取而隐式地从训练集中提取；另一个是由于同一个
下采样层上的神经元权值相同，从而可以并行计算，这也是 CNN 相对于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s, NN)的一大优势。

2.1 卷积神经网络的优势
CNN 是在 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以下简称 BP）的改进版，且与 BP
相似，都是通过前向传播计算输出值，反向传播调整权值和偏置值。当然，CNN
与 BP 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点是：在 CNN 中，相邻的两层之间的神经
元并不是全相连，也就是说当前层的某一个神经元是通过上层的部分神经元得到，
而不是像 BP 那样与前层所有的神经元相连。因此，CNN 有三个重要的特质：
 局部区域感知
 权重共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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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或时间上的采样
局部区域感知：有利于发现数据中的一些局部特征，例如图片中的一段边界，
一段弧，这些基本的元素也是人类视觉的基础；而在 BP 中，所有输入的数据点都
被看成混乱的像素点的集合，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被忽略。
权重共享：有利于减少需要训练的模型参数。CNN 中的每一层都是由多个特
征图组成，而每个特征图又由多个不同的神经单元组成，对于同一个特征图的所
有神经单元共同使用一个卷积核，即权重。卷积核子一般可以代表一个特有的特
征，比如，某个卷积核子代表一个角，如果把这个卷积核在整个图片上按一个步
长移动卷积一遍，则卷积值较大的区域很有可能是一个角。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这里提到的卷积核子就是一般指代的权值或权重，我们并不用去单独计算一个卷
积，而是用一个固定大小的权值矩阵去与图像匹配时，操作为矩阵计算（并不断
更新卷积核），因此我们将此称作卷积神经网络。
空间或时间上的采样：有利于混淆特征的具体位置，从而能对变形和扭曲的
图片进行识别。这是因为当某个特征找出来后，这个特征的具体位置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这个特征存在以及这个特征与其它特征的相
对位置。比如，有一个特征“吴”，当我们得到它上面的特征“口”时，我们不需
要知道它在图片中的位置，我们只需要知道当它的下面有另一个特征“天”时，
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征是“吴”。因此，“吴”在图片中或偏左或偏右或者扭曲都不
会影响我们知道它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变形和扭曲的图片进
行识别。
正是 CNN 这三个强有力的优势，使其对输入数据在空间上（主要针对图像数
据）和时间上（主要针对时间序列数据）的扭曲有强大的鲁棒性。

2.2 总体方案
CNN 一般采用卷积层和下采样层交替使用的设置，即一层卷积层后面接一层
下采样层，下采样层之后又是卷积层……这样的方式主要为了将卷积层提取的特
征进行组合形成更加抽象的特征，从而增加其对图像扭曲的鲁棒性，最后形成对
输入图像的描述特征图像，而在 CNN 后面同样可以连接全连接层（同 BP）。
图 2.1 是我建立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该 CNN 一共有七层，包含输入输出层，
隐藏层由三层卷积层和两层下采样层组成。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七层 CNN 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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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各层框架。

INPUT
32x32

C3: f. maps

C1: feature maps
6@28x28

S2: f. maps

16@10x10

S4: f. maps C5: f. maps
OUTPUT
16@5x5
120@1x1
10

6@14x14

A
Subsampling

Convolutions

Convolutions

Convolutions

Subsampling

Full connection

图 2.1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框图

输入层（Input）：输入层即每一张图片，大小为一个 32  32 的矩阵。
卷积层 C1：由 6 个特征图(Feature Map)构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 28  28 ，
这样能避免输入的连接出边界。特征图中的每个神经元与输入层中 5  5 的领域相
连，且通过与 5  5 的卷积核卷积得到。C1 一共有 156 个可训练参数，每个卷积核
有 5  5  25 个参数和一个偏置参数，一共 6 个不同的卷积核，即  5  5  1  6  156 个
参数，且一共有  28  28 156  122304 个连接。
下采样层 S2：由 6 个特征图构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 14 14 。特征图中的
每个神经元与 C1 中相对应特征的 2  2 领域相连，通过 2  2 的四个单元和乘以一个
可训练参数，再加上一个可训练偏置，得到结果再通过 sigmoid 函数计算得到该神
经元的值。特征图中的每个神经元对应的 2  2 单元并不重叠，因此 S2 中的每个特
征图大小是 C1 中对应特征图大小的 1/ 4 。对于 S2 层有 2  6  12 个可训练参数，

 2  2  1 14 14  6  5880 个连接。
卷积层 C3：由 16 个特征图构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 10 10 。同样该层的每
一个特征层通过一个 5  5 的卷积核去卷积 S2，一共有 16 中不同的卷积核，因此该
层存在 16 个特征图。相对 C1，C3 有一些不同，C3 中每一个特征图是可以连接
S2 中所有的 6 个或者部分特征图，因此该层的特征图是上一层特征图的组合。我
模型中采用 C3 中的每一个特征图和 S2 中的所有特征图（6 个）相连接，因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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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3 层有 5  5 16  1  401个可训练参数，  2  2  1  5  5 16  2000 个连接。
下采样层 S4：由 16 个特征图构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 5  5 。特征图中的每
个神经元与 C1 中相对应特征的 2  2 领域相连，与 S2 和 C1 之间的连接一样。对
于 S2 层有 16   6  25  1  10016 个可训练参数， 10016*10*10  1001600 个连接。
卷积层 C5：由 120 个特征图构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 11 。同样该层的每
一个特征层通过一个 5  5 的卷积核去卷积 S4，一共有 120 中不同的卷积核，因此
该层存在 120 个特征图，且 C5 中的每个单元和 S4 中的全部 16 个单元的 5  5 领域
相连。对于 C5 层有 5  5 16  1  401个可训练参数，  5  5 16  1 120  48120 个
连接。
输出层 Output：由长度为 10 的向量构成，代表 10 个类别，值最大的序号即
代表对应输入图的类别。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与 C5 全连接，即和 C5 的 120 个特
征图连接。对于输出层有 120  1 *10  1210 个可训练参数，120 10  1200 个连接。

2.3 理论分析
2.3.1 前向传输计算
对一个卷积层而言，上一层特征图和一个可学习的卷积核进行卷积，然后通
过一个激活函数，就可以得到新的输出特征图。每一个输出特征图可能是组合卷
积多个输入特征图的值，卷积过程见式(2.1)，

x j  f (  x j  kij  b j )

(2.1)

iM j

式中， 表示第 层（卷积层）；j 表示特征图的下标； M j 指与 层第 j 张特征图相
连接的第  1 层的特征图集合，在这里默认是全连接，即上一层的全部特征图都与
下一层的每个特征图相连；k 表示该层卷积核；b 表示该层的偏置。
每一个输出特征图都会有一个额外的偏置 b，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输出特征
图，对每个输入特征图进行卷积的卷积核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输出特征图 j
和输出特征图 k 都是从输入特征图 i 卷积得到，则对应的卷积核不一样。
对于子采样层而言，有 N 个输入图，就必定有 N 个输出图，只是每个输出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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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变小了（即降低特征量），采样过程见式(2.2)
x j  f (  j down( x j 1 )  b j )

(2.2)

式中， 表示第 层（下采样层）；j 表示特征图的下标；b 表示该层的偏置；down(.)
表示一个下采样函数。
对于下采样，最典型的操作是对输入图像的不同 n  m 块的所有像素进行求和，
因此输出图像在两个维度上分别缩小 n 和 m 倍，当然一般情况下 n 与 m 相同。同
时，每个输出图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乘性偏置  和一个加性偏置 b。

2.3.2 反向传输调整权值
对于卷积层而言，为了方便理解，先约束下一些变量：设卷积核大小 s  s ，
层为卷积层，且特征图大小为 m  m ，下采样因子为 n，那么 -1 层特征图的大小
为  m  s  1   m  s  1 ， +1 层的特征图大小为  m / n   (m / n) 。
现在已知 

1

，要求 层的灵敏度  ，见式(2.3),



 j   j 1 f   u j  up  j 1 



(2.3)

式中， u j 和 f  . 运算结果的大小都是 m  m ；j 表示特征图的下标。在这里，灵敏
度反向传播的算法是：  中的每一个点  ij 等于“ 

1

中所有与  ij 相连接的值”和

“与  ij 相连接的权值  j 1 ”的内积乘以 层激活函数的导数。
由于下采样层， 层的灵敏度图的大小是 +1 层的 n 倍，也就是说， 

1

一个灵敏度值连接到  中的一个 n  n 大小灵敏度的块，因此，我们需要将 

中的
1

上

采样到与上层灵敏度一样的大小，以达到 +1 层的图与 层的图的灵敏度一对一连
接，然后与 层激活函数的导数点乘，最后和权值相乘。
计算完灵敏度，便可以计算偏置和权值的导数，见式(2.4)和式(2.5)，
E
 j
b j u ,v

 

E
 j
kij u ,v

(2.4)

uv

  p 
1

uv

i

uv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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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 v）表示 -1 层中与做卷积的特征图的快的中心位置；  j



v)位置的值； pi 1



uv

uv

表示  j 中(u,

是卷积时与做内积的块。这样，偏置 b 的导数相当于灵敏度

图的求和，kij 的导数等于 -1 层中与第 i 张图做过卷积的所有块的加权和，因为通

 

过卷积核，即权值 kij ，与块相连的下一层灵敏度  j

。
uv

同样，对于卷积层而言，为了方便理解，同样先约束下一些变量：设卷积核
大小 s  s ， 层为下采样层，且特征图大小为 m  m ，下采样因子为 n，那么 -1 层
特征图的大小为  m  n   (m  n) ， +1 层的特征图大小为  m  s  1   m  s  1 ， 层
有 N 张图， +1 层有 M 张图。
现在已知 

1

，要求 层的灵敏度  ，见式(2.5),

 i   j 1  j 1  kij 1
M

式中， 

1

(2.5)

与  通过卷积核 kij 1 相连接，而且 +1 层中与 层中一张图相连的图的

卷积核有 M 个； 

1

中的一个元素对应  中相应位置的一个块的元素，且一个元

素和一个 s  s 的块元素是由式中卷积核相连的。所以这 +1 层中一个灵敏度值和
该卷积核的全卷积，M 张图都做同样的运算后进行叠加，才能计算得到层中相应
位置一整个块的灵敏度（全卷积会处理 +1 层灵敏度值的边界，对缺少的元素补
0）。
计算完灵敏度，便可以计算偏置和权值的导数，见式(2.6)和式(2.7)，
E
 j
b j u ,v

 

E
   j down( x j 1 )
 j u ,v



(2.6)

uv



uv

(2.7)

式(2.6)中，计算采样层的偏置导数与卷积层的计算是一样的；式(2.7)中，计算下采
样层权值的导数，这里下采样层的权值都是一样的， -1 层的一个大小 s  s 的块经
过下采样层成一个元素后，通过该权值与 层相应位置的一个元素相连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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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具体实现
根据 CNN 模型的总体方案，该模型的具体实现主要分为四部分：CNN 模型
初始化、CNN 模型训练、CNN 识别率测试及数据分析和画图，具体流程见图 2.2a.
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下各个模块。对于 CNN 模型初始化，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框架初始化和参数初始化，见图 2.2b；对于 CNN 模型训练过程，见图 2.2c，
根据 epochs（迭代次数）的值循环进行参数训练，这个循环过程主要分两部分计
算：前向传输计算和反向传输调整权值计算，分别见图 2.2d 和图 2.2e；对于前向
传输计算，主要经历卷积层和下采样层交替传输计算和输出层的单独计算；对于
反向传输调整权值计算，主要会通过 BP 算法计算误差导数，再通过梯度进行权值
的更新；最后，对于 CNN 识别率测试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在前向传输计算得到
每个输入图像的输出向量后，再进行识别正确与否的判断，见图 2.2f。

b) 初始化函数

c) 训练函数

f) 识别率测试

a) 主流程

d) 前向传输计算

e) 反向传输调整
权值
图 2.2 CNN 模型具体实现流程图。a) 主流程，b) CNN 模型初始化函数，c) CNN 模型训练函
数，d) 前向传输计算函数，e) 反向传输调整权值函数，f) CNN 识别率测试函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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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及实现过程重要程度，以下主要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CNN
模型初始化；第二部分，前向传输计算；第三部分，反向传输调整权值；第四部
分，CNN 识别率测试；第五部分，数据分析和画图。这里，我将 CNN 模型训练
部分分成二和三两部分展开介绍。

2.4.1 模型初始化
CNN 的初始化主要由两部分：一个是整个 CNN 模型框架的初始化，包括输
入输出层以及 3 个卷积层和 2 个下采样层；另一个是卷积层的卷积核和偏置初始
化，下采样层及输出层权值和偏置的初始化。
对于 CNN 模型框架初始化实现过程，见图 2.3，其中“i”代表输入层，“c”
代表卷积层，
“s”代表下采样层。第一层为输入层，不进行任何操作，即没有训练
参数；第二层为卷积层，共有 6 张特征图，卷积核大小为 5  5 ；第三层为下采样层，
同样有 6 张特征图，只是大小与上一层不一样，采样系数为 2；第四层为卷积层，
共有 16 张特征图，卷积核大小为 5  5 ；第五层为下采样层，同样有 16 张特征图，
只是大小与上一层不一样，采样系数为 2；第六层为卷积层，共有 120 张特征图，
卷积核大小为 5  5 ；最后一层为输出层，为一个 110 的向量。

图 2.3 CNN 模型框架初始化

对于 CNN 模型参数初始化过程，在主程序中从 cnnsetup 函数进入，在主程序
中的入口见图 2.4。对于卷积层，分别初始化该层每张特征图对应的大小为 5  5 的
卷积核，例如第二层卷积层，因为有 6 张特征图，因此需要分别初始化对应的 6
个具有不同参数的卷积核，另外，还需要初始化各个偏置；对于下采样层，因为
我将采样方式固定，因此，只需要初始化偏置值；对于输出层，因为输出层与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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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是全连接，因此要初始化与前一层连接的权值及偏置。

图 2.4 CNN 模型参数初始化入口

2.4.2 前向传输计算
在完成 CNN 模型初始化之后，进入模型训练过程，在主程序中从 cnntrain 函
数进入，在主程序中的入口见图 2.5。

图 2.5 CNN 模型训练入口

在训练过程中，首先进行前向传输计算。在前向传输计算时，输入层、卷积
层、下采样层和输出层的计算过程各不相同。
输入层：输入层较为简单，没有输入值，只有一个输出向量，而这个向量的
大小就是图片的像素数，即一个 32  32 的矩阵。
卷积层：卷积层的输入来源于输入层或下采样层。卷积层的每一个特征图都
有一个大小相同的卷积核，这里的卷积核大小都为 5  5 。下面，以一个示例来说明
卷积过程，见图 2.6。为了简单起见，卷积核大小为 3  3 ，上一层特征图大小为 5  5 。
用这个卷积在图片上滚一遍，卷积核每次移动一步，得到一个大小为

 5  3  1   5  3  1  3  3 的特征图。因此，卷积层的每一个特征图都与上一层的
所有特征图有关联。
卷积层的每一个特征图不仅仅是通过卷积得到，它是不同的卷积核在前一层
的所有特征图上作卷积，并将对应元素加上一个偏置，再利用 sigmod 计算所得。
另外，我们知道卷积层的特征图个数是我们在 CNN 模型初始化的时候设定的，而
卷积层的特征图大小是由卷积核和前一层的特征图大小决定的。比如，该卷积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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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卷积核大侠为 k  k ，前一层的特征图大小为 n  n ，则该卷积层特征图大小为

 n  k  1   n  k  1 。

前一层的特征图 M j
1

1

1

0

0

0

1

1

1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1

1

1

0

卷积核 k j

X

1

0

1

0

1

0

1

0

1

卷积层的特征图 N j

=


4

3

4

2

4

3

2

3

4

sigmoid sum  M ij  kij   bias



图 2.6 卷积层的卷积过程

下采样层：采样层是对上一层的一个采样处理，这里的采样的方式是对上一
层对应特征图的相邻区域进行聚合统计，区域大小为 scale  scale。下面，以一个
示例来说明下采样过程，见图 2.7。为了简单起见，上一层特征图大小为 4  4 。采
样过程同样通过卷积实现，因为下采样层的 scale 为 2，则意味着卷积核的大小为
2  2 ，每个元素的值都为 1/4。又因为卷积的计算窗口时有重叠的，而采样的计算

窗口时没有重叠的，所以，在卷积完后，还需要根据 scale 的大小去掉重叠部分，
最后得到的才为下采样层的特征图。另外，与卷积层类似，该层特征图个数是我
们在 CNN 模型初始化的时候设定的，而大小是由 scale 和前一层的特征图大小决
定的。比如，该下采样层的 scale  k ，前一层的特征图大小为 n  n ，则该下采样
层的特征图大小为  n / k    n / k  。

前一层的特征图 M j
1

1

0

1

1

0

1

0

0

1

1

1

1

1

1

0

均值卷积核 k j

X

1/4
1/4

1/4
1/4

卷积结果

=

3/4

1/2

1/2

1/2

3/4

3/4

3/4

1

3/4

图 2.7 下采样层的采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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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层：输出层与前一层是全连接，没有复杂的卷积计算，只需要将前一层
的 每 一 个 神 经 元 进 行 线 性 变 换 ， 然 后 用 sigmoid 函 数 计 算 即 可 ， 类 似 方 程
sigmoid W  X  b  ，具体计算过程见图 2.8。

图 2.8 输出层的传输过程

2.4.3 反向传输调整权值
反向传输调整权值是 CNN 模型最复杂的部分，虽然基本思想跟 BP 算法一样，
都是通过最小化灵敏度来调整权值和偏置，但是 CNN 模型对不同的结构处理方式
不一样，而且因为权重共享，使得计算灵敏度变得很困难。接下来，我从三种情
况来说明反向传输调整权值：输出层的灵敏度、下一层为下采样层的卷积层的灵
敏度、下一层为卷积层的下采样层灵敏度。
输出层的灵敏度：输出层的灵敏度计算相对于其它情况较简单，其灵敏度值
只是输出层的值与对应标签值的误差。输出层的灵敏度计算公式见式(2.8)，

 i n  

2
 1
y  hW ,b  x     yi  ain   f   zin
n
zi 2



(2.8)

式中， n 表示输出层；  i  表示输出层的灵敏度（残差）； yi 表示输出神经元对应
n

的标签值； ain 表示输出值； f   zin



表示计算输出值函数的偏导。该过程的程序

实现过程见图 2.9。

图 2.9 输出层的灵敏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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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各层的灵敏度计算相对于输出层来说，较为复杂。因为中间各层的灵敏
度来源于下一层的灵敏度的加权。
下一层为下采样层的卷积层的灵敏度：如果卷积层的下一层为下采样层，并
且我们已经计算得到该采样层的灵敏度，我们就需要通过下采样层的灵敏度来计
算卷积层的。从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卷积层与它的下一层下采样层的特征图个
数相同，但下采样层的大小为卷积层的 1/4(scale=2)。而我们需要以点乘的方式计
算该层灵敏度，因此我们需要对下采样层与一个 scale  scale 的全 1 矩阵进行克罗
内克积，使得下采样层的灵敏度的维度与上一层的特征图的维度一致，克罗内克
积过程见图 2.10。

采样层的灵敏度

0.1
0.3

0.2

X

0.4

扩展后的灵敏度

全 1 卷积核

1

1

1

1

=

0.1

0.1

0.2

0.2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3

0.3

0.4

0.4

图 2.10 克罗克内积过程

利用扩展后的灵敏度和该卷积层进行点乘来计算该层的灵敏度，计算过程见
图 2.11，整个过程的程序实现见图 2.12。

扩展后的灵敏度

卷积层的特征图

卷积层的灵敏度

0.1

0.1

0.2

0.2

1

0

0

1

0.1

0

0

0.2

0.1

0.1

0.2

0.2

0

1

1

0

0

0.1

0.2

0

0.3

0.3

0.4

0.4

1

0

0

0

0.3

0

0

0

0.3

0.3

0.4

0.4

0

1

1

1

0

0.3

0.4

0.4

=

图 2.11 卷积层灵敏度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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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下一层为下采样层的卷积层的灵敏度程序

下一层为卷积层的下采样层的灵敏度：如果下采样层的下一层为卷积层，并
且我们已经计算得到该卷积层的灵敏度，我们就需要通过卷积层的灵敏度来计算
下采样层的。下采样层到卷积层直接的连接是有权重和偏置参数的，因此不像卷
积层到下采样层那样简单，这里的困难在于很难理清卷积层的哪些神经单元通过
哪些权重与下采样层的哪些神经单元关联。这里还是采用稍作变形的卷积巧妙地
解决这个问题，代码见图 2.13。

图 2.13 下一层为卷积层的下采样层的灵敏度程序

rot180 表示对矩阵进行 180 度旋转。这么做是因为通过这个旋转，'full'模式下
得卷积的正好抓住了前向传输计算前一层特征图每个神经单元与卷积核及当前层
特征图的关系。
以上已经把所有灵敏度计算的过程陈述完全，当各层的灵敏度的值计算出来
后，最后一步就是通过梯度的方式更新各个权值和偏置。

2.4.4 识别率测试
当完成 CNN 模型训练过程之后，我们就得到所有关键的权值和偏置。而当得
到整个 CNN 模型以及模型的参数时，我们就可以进行 CNN 识别率的测试。我们
只要将测试数据通过该 CNN 模型和参数进行前向输出计算，利用得到的输出值计
算对应标签，最后进行识别正确与否判断，以及识别率的计算即可，具体流程见
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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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CNN 识别率测试过程流程图

2.4.5 数据分析和画图
数据分析和画图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单个模型的实验结果的分析，
另一部分是对多个模型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对于多个模型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不需要过多的处理，而只是单纯从数据
本身出发，因此不再过多说明。但是对于单个模型内的实验结果分析，相对需要
更多的处理。首先，我们需要对识别率与训练次数的关系进行一个高斯的拟合来
确定识别率是否趋于稳定；其次，我们要提取出各个类别的识别情况，分析各类
的识别效果；接下来，根据各类识别效果，分析识别问题较大的类的错误识别情
况，既该类分别错误识别成其它 9 个类的概率；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和图表反复
进行模型的优化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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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的训练和优化
由于现有的 RGB-D 数据库的数据量都非常大，实验室服务器无法承担如此大
的训练数据，因此，选择采用 CIFAR-10 这个 RGB 数据库进行模型训练和测试，
以及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进行模型的检验和效果展示。RGB-D 和 RGB 图
像对于模型本身建立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多一维深度信息。

3.1 CIFAR-10 数据库
3.1.1 CIFAR-10 数据库介绍
CIFAR-10 数据库是由 Alex Krizhevsky, Vinod Nair, and Geoffrey Hinton 这三个
人共同建立的，公开给研究人使用，见图 3.1。CIFAR-10 数据库一共包含 60000
张大小为 32  32 的图片，且一共分为 10 个类别，每个类别 6000 张图片。数据库
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含 50000 张图片的训练集，另一部分是包含 10000 张
图片的测试集，并且这两部分没有重叠图片。
数据库中的十个类别分别为：飞机、汽车、鸟、猫、鹿、狗、青蛙、马、船、
卡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汽车和卡车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没有重叠：
“汽
车”包括桥车、SUV 之类的，而“卡车”仅包括大货车和皮卡车。

图 3.1 CIFAR-10 数据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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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CIFAR-10 在模型各层的特征图
本文中建立的 CNN 模型，包括输入层和输出层一共有 7 层，对于每一张输入
的原始图，每一层都有与之对应的特征图，这些特征图即代表原始数据的特征向
量。对于本文建立的典型 CNN 模型：输入层有一个特征图，卷积层 C1 有 6 张特
征图，下采样层 S2 有 6 张特征图，卷积层 C3 有 16 张特征图，下采样层 S4 有 16
张特征图，卷积层 C5 有 120 张特征图（每张只有一个神经元素），输出层是一个
长度为 10 的向量（代表十个类别）。对于 CNN，层数越大的特征图我们越难和原
图联系起来，因为从图像表面上看已经和原图安全无相似点，但是却包含着原始
图最有用的特征元素。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原始图在 CNN 模型各层的特征图情况，
见图 3.2。

a. 原始图

b. 输入层

c.

卷积层 C1

d. 下采样层 S2

e.
f.

卷积层 C3
下采样层 S4

g. 卷积层 C5
h. 输出层
图 3.2 CIFAR-10 在模型各层的特征图。a. 原始图；b. 输入层；c. 卷积层 C1；d. 下采样层
S2；e. 卷积层 C3；f. 下采样层 S4；g. 卷积层 C5；h. 输出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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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典型模型在 CIFAR-10 上的训练结果
这部分主要详细介绍典型模型（见图 2.1）在 CIFAR-10 数据库上的训练和测
试实验结果。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测试数据集和训练数据集的识别率随着训练迭代
次数增加而产生的变化，见图 3.3。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测试集的识别率曲线与
训练集的十分相似，说明训练过程的健壮性和稳定性；其次，训练次数在 80~100
次的时候，识别率趋向于稳定，测试集的识别率在 60%左右。

a) CIFAR-10 训练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b) CIFAR-10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xi 系
图 3.3 CIFAR-10 测试集和训练集的识别率和训练迭代次数的关系。a) CIFAR-10 训练集识别
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b) CIFAR-10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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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下各个类别识别率的情况，包括测试集和训练集，当然
这个测试是针对训练结束后的模型，见图 3.4。首先，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测试集
对各个类别的识别率基本与训练集的情况吻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 CNN
训练模型的正确性；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各个类别的识别率有明显的差别，
其中识别率较高的为汽车、青蛙和卡车，而识别率较低的为鸟、猫、鹿和狗。

a) CIFAR-10 训练集各个类别识别率

b) CIFAR-10 测试集各个类别识别率
图 3.4 各个类别识别率柱状图。a) CIFAR-10 训练集各个类别识别率；b) CIFAR-10 测试集各
个类别识别率。

对于这四种动物识别率较低的原因进行分析：该 CNN 模型是通过卷积和采样
计算来提取图形的特征元素，即意味着图片的特征越丰富或者特征差别越大，则
识别效果越好，而对于猫、鹿和狗这三种类别，本身特征就比较相似(四肢爬行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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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此相互之间错误识别的概率较大，我们来看一下猫和狗类在测试集中识别
情况，见图 3.5。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猫”类别除了正确识别外，错误识别为
“鹿”和“狗”的图片数量相对较多，而“狗”类别除了正确识别外，错误识别
为“猫”和“鹿”的图片数量最多。这个数据结果，很好地验证了我们之前对于
猫、鹿和狗识别率低问题的原因分析。

a) CIFAR-10 训练集“猫”类识情况

b) CIFAR-10 训练集“狗”类识情况
图 3.5 CIFAR-10 训练集中“猫”和“狗”类识别情况柱状图。a) CIFAR-10 训练集“猫”类
识情况；b) CIFAR-10 训练集“狗”类识情况。

根据以上分析，我可以假设：对于我的 CNN 模型，它不能很准确的识别猫、
鹿和狗，它将这三类在一定程度上识别成一类。因此，我对 CIFAR-10 数据库做如
下修改再进行训练：将 CIFAR-10 数据库的“猫”和“狗”类删除，剩下 8 类，即训
练 集 为 40000 张 图片 ， 测 试 集 为 8000 张 图 片 ， 将 新 生 成 的训 练 库 命 名 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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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AR-10-NEW 数据库。
接下来，再次用 CNN 模型进行训练，此时的训练数据库为 CIFAR-10-NEW。
训练结果如图 3.6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该模型对于 CIFAR-10-NEW 数据库的识别
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测试集的识别率为 67.8%，训练集的识别率为 73.0%左右。

a) CIFAR-10 训练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b) CIFAR-10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图 3.6 CIFAR-10-NEW 测试集和训练集的识别率和训练迭代次数的关系，只有 8 类。a) CIFAR-10
训练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b) CIFAR-10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发现这个典型的 CNN 模型对于十分相似的物体识别率不
高，容易造成错误识别。但是，当我将模型的复杂度提升时，训练时间和对服务
器的计算压力大幅度提升，甚至无法完成训练过程。因此，接下来的对比优化，
主要对 CIFAR-10-NEW 展开，而对于 CIFAR-10 同样进行，但是模型复杂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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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变化，也意味着识别率提升不大。

3.1.4 模型对比和优化
根据 3.1.3 节中对典型模型在 CIFAR-10 数据库上实验结果的分析和优化，在
本节中，反复对模型进行优化和测试，研究和分析影响识别率的因素，寻求识别
率最好的模型和计算其对应的参数，根据 3.1.3 节，将训练次数固定为 100 次。
学习率 opts.alpha 对整个训练过程有两方面的影响。学习率其实就是每次改变
权值大小的范围，学习率太小则会造成训练速度降低，既达到同样的识别率需要
更多的训练次数；学习率太大则会将模型过拟合，既将模型限制在训练集中。经
过实验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本文中的模型，当学习率等于 1 时，既不影响训练速
度也不会产生过拟合的问题。因此，下面的研究都将学习率设置为 1。
我们先来对每次计算样本数 opts.patch=10 的情况进行训练和分析，见表 3.1。

表 3.1 CIFAR-10 和 CIFAR-10-NEW 数据库实验结果对比(alpha=1, patch=10)
数据库

CIFAR-10

CIFAR-10NEW

C1

S2

C3

S4

C5

训练时间
(h)

训练集
识别率

识别时间
(ms)

测试集
识别率

6

6

12

12

120

8.5

54.1%

2.0

51.0%

6

6

16

16

120

11.9

65.9%

3.7

60.6%

6

6

28

28

120

19.1

71.4%

5.2

63.9%

16

16

28

28

120

55.5

68.3%

13.1

62.5%

6

6

16

16

120

8.5

73.0%

2.6

67.8%

6

6

28

28

120

18.2

77.3%

5.9

68.7%

12

12

28

28

120

33.6

81.1%

11.2

71.2%

16

16

28

28

120

44.4

76.3%

13.2

68.1%

我们很容易从表中发现以下关系：
1、训练时间和识别时间随着特征图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当每一层的特征图
数量增加时，训练的参数也跟随着增加，意味着计算量增加，所以造成训练时间
和识别时间的增加。但是，相对来说，对于每一张图的识别时间来说，可以做到
实时性。
2、识别率随着特征图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当每一层的特征图数量增加时，
对于原图提取的特征也更加全面，也意味着输出特征更加能代表输入图像。但是，
这不意味着特征图越多识别率越高，这是因为每一幅图像的特征数量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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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特征图必定会有一个饱和值，另外，如果特征图过多，则会更多的将模型限
制在训练集中，从而使得测试集识别率降低。
3、训练集和测试集的识别率相差不大（除了个别模型）。因为，这里的模型
都特别注意过拟合问题，将学习率和训练次数设置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得训练结
果（模型参数）的正确性不会过于局限在训练集中。
接下来，我们主要研究参数 opts.patch，这个参数代表每次计算样本数，它的
数学意义是：在每一次计算时，以 opts.patch 的数量输入计算函数，也就意味着一
次训练更新权值的次数与这个参数有关。每次计算样本数越小，则一次训练过程
中更新权值的次数越多。但是，这不意味着将该参数设置的越小越好，因为该参
数的减小，意味着训练时间和识别时间的增加，因此，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点。
保持 opts.alpha=1 不变，研究 opts.patch=5 和 opts.patch=50 情况下的训练和识
别率的情况，分别见表 3.2 和表 3.3。

表 3.2 CIFAR-10 和 CIFAR-10-NEW 数据库实验结果对比(alpha=1, patch=5)
数据库

C1

S2

C3

S4

C5

训练时间
(h)

训练集
识别率

识别时间
(ms)

测试集
识别率

CIFAR-10

6

6

28

28

120

69.4

74.3%

5.9

65.4%

CIFAR-10-NEW

6

6

28

28

120

55.5

79.4%

5.7

70.2%

表 3.3 CIFAR-10 和 CIFAR-10-NEW 数据库实验结果对比(alpha=1, patch=50)
数据库

C1

S2

C3

S4

C5

训练时间
(h)

训练集
识别率

识别时间
(ms)

测试集
识别率

CIFAR-10

6

6

28

28

120

11.4

67.5%

5.3

58.7%

CIFAR-10-NEW

6

6

28

28

120

8.7

70.6%

5.8

65.2%

对比表 3.1、表 3.2 和表 3.3 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每次计算样本数(opts.patch)
这个参数对于训练时间和识别率都有一定的影响。综合两者的因素，我们确定针
对于 CIFAR-10 和 CIFAR-10-NEW 数据库的 CNN 模型。该模型一共有七层，其中
中间的五层隐藏层情况如下：C1=12, S2=12, C3=28, S4=28, C5=120。另外，学习率
opts.alpha=1, 每次计算样本数 opts.patch=5, 训练次数 opts.epochs=100。
该模型对于 CIFAR-10 和 CIFAR-10-NEW 分别可以获得 65.4%和 71.2%的识别
率，识别时间分别为 5.9ms 和 11.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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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NIST 数据库
3.2.1 MNIST 数据库介绍
MNIST 是由 Yann LeCun, Corinna Cortes, and Christopher J.C. Burges 这三个人
共同建立的一个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公开给研究人使用，见图 3.7。MNIST 数据
库一共包含 70000 张大小为 28  28 的图片，且一共分为 0 到 9 这 10 个类别，每
个类别 7000 张图片。数据库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含 60000 张图片的训练集，
另一部分是包含 10000 张图片的测试集，并且这两部分没有重叠图片。

图 3.7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

[12]

3.2.2 MNIST 训练结果
对于 MNIST 数据库，利用本文中的模型经过后，可以达到很好的识别率，而
且识别过程可以做到实时性。 我们用典型模型（见图 2.1）进行 MNIST 数据库的
训练，唯一不同的是对于该模型，输入图像的大小为 28  28 ，得到结果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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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其识别率非常高，对于训练集可以获得 99.15%的识别率，而
对于测试集也有 98.92%的识别。
因此，该模型对于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的识别能力完全可以应用于实
际系统中，只需要将图像中的手写数字分割出来，并输入识别模型，就可以得到
精确的识别结果。

b) MNIST 训练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c) MNIST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图 3.8 MNIST 测试集和训练集的识别率和训练迭代次数的关系。a) MNIST 训练集识别率和迭
代次数的关系；b) MNIST 测试集识别率和迭代次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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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毕业设计研究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技术，主要利用 CIFAR-10 数据库
和 MNIST 手写数字数据库进行模式识别的研究，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卷积神经网络
算法，建立针对于数据库的模式识别模型，并通过数据库进行模型的测试和优化，
最后，对于 CIFAR-10 数据库的 8 类测试集获得 71.2%的识别率，对于 MNIST 测
试集获得 98.92 的识别率。

4.1 本文完成的任务
1、利用机器学习领域中神经网络的相关算法，完成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设计，
并进行相关原理和建模的说明。
2、利用 Matlab 编程软件实现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并完成初步的软件调试和检
测。
3、利用 CIFAR-10 数据库对建立的模型进行实践检验，完成训练集的训练过
程和测试集的识别率测试。
4、利用 CIFAR-10 数据库的实验结果，进行模型的分析和优化，最后得到 8
类测试集的识别率为 71.2%。
5、对于 MNIST 是手写数字识别数据库，获得 98.92%的测试集识别率和 99.15%
的训练集识别率

4.2 不足和展望
虽然本文从原理和建模过程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详尽的设计和介绍，并通过
CIFAR-10 数据库对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但是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毕业时间
也有限，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些方面也是未来可以继续
提升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识别率：虽然经过模型的不断优化，CIFAR-10 数据库测试集的识别率从
不到 50%提升到 71.2%，但是，距离实际应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也仍旧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2、数据库：因为现有 RGB-D 数据库的数据量都相当大，现有的条件无法对
其进行训练研究，因此是利用 CIFAR-10 和 MNIST 这样的 RGB 数据库替代。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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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者在训练和测试原理上没有差别，只是 RGB-D 数据需要多一个深度信息，
即多一个特征图的输入。但是，如果之后的盲人视觉辅助系统需要通过 RGB-D 信
息，就必须利用自己设计的 RGB-D 相机建立一个 RGB-D 数据库。
3、GPU 加速：由于需要参与训练的数据量非常大，而且训练过程需要反复迭
代，因此模型训练时间很长，短则 12 小时，长则 24 小时，甚至更长，而这在很
大程度上会拖慢研究的进度。因此，必须通过 GPU 加速，即并行计算来提升训练
速度，这就需要硬件和软件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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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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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名称：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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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要求设计一套模式识别系统，通过二维图像和三维深度信息以及颜色信息
等综合考虑，识别盲人日常生活场景和物体，如楼梯、门、洗手间、盲道、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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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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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毕 业 论 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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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评语：
论文为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进行了前期研究，因为课题难
度较高，幕墙通过神经网络学习实现了 71%的识别速度，初步实现了
一部分设计功能。并对未来的改进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指导教师(签名)
2015 年 6 月 16 日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陈林泉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技
术”
，模式识别技术有利于提高盲人导航系统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具有
一定应用价值，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概述了盲人的现状以及

现有模式识别的研究方法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机器学习中
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来实现模式识别。随后讨论了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的特点和原理，并设计和实现了七层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之后利用
CIFAR—10 数据库进行模型的测试和优化，并获得 8 类物品测试集
71.2%的识别率。最后利用 MNIST 手写数字数据库，获得测试集 98.85%
的识别率，完全达到实际应用的要求，以及自己建立人脸数据库进行
实验。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的要求，得到了较为系统化的科学研究
训练。

答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答辩过程表述流畅，回答问

题准确。
总评成绩：文献综述：8，开题报告：19，外文翻译：8。毕业答
辩成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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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理论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为盲人视觉辅助中的模式识别进行了前期研究，因为课题难度较高，目前通过神经网
络学习实现了 71%的识别速度，初步实现了一部分设计功能。并对未来的改进工作提出了
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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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记录： （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录与评价）
1. 卷积方法输出是什么？ 答：从 1*10 的向量中找最大值，代表某一类。 2. 方法是原
有的？ 答：原理是有的，但是通过自己的理解构造和修改。 3. 识别率什么情况得到？
答：通过公开的数据库库训练得到，识别数据为库中新的数据。 4. 识别率与别人的差
别？ 答：有些组的识别率会做的很高。 5. 模型有几层 答：七层 6. 猫的问题？ 答：
因为在图像中，猫和狗的特征很相似，因此之间的错误识别会相当大。 7. 其中什么手
段提高？ 答：去掉其中两类。 8. 卷积是什么意义？ 答：卷积核的大小为 5*5，通过对
输入图像的一一卷积，获得新的特征图。 9. 中国的人脸识别有做的很好的，它可以对
于视屏中的人达到实时识别，就算人打扮，化妆之后也能识别出来，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
的研究。 10. 手写识别 98%左右是训练集得到么？ 答：不是，这是测试集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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