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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
总结报告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原来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重复性枯燥工作逐渐被交
由计算机完成。计算机视觉作为一门基于图像处理、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的交叉
学科[1]，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主要任务是模拟人的视觉能力，
试图建立能够从图像或者多维数据中获取“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统。建立用于检
测图像或视频中是否有行人的人工智能系统，被称为行人检测。[2]行人检测是计
算机视觉一个重要并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定义为：判断输入图片或视频帧
是否具有行人，如果有，给出位置信息。[3]行人检测作为目标检测的一个特例，
也成为了用来测试目标检测算法是否足够有效的试验田。 [4]行人检测是行人跟
踪，行为分析，步态分析，行人身份识别等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好的行人检测算
法能够为这些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1]行人检测在工业界的主要应用包括
车辆辅助驾驶、智能视频监控和行人行为分析等，近年也被应用于航拍图像、受
害者营救等新兴领域中。由于行人作为物体兼具刚性和柔性，外观易受衣着、尺
度、遮挡、姿态和视角等影响，使得行人检测成为计算机视觉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4]

与计算机视觉类似，机器学习也是使计算机模拟人的学科，具体来讲，机器
学习是一门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
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的学科。[5]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浅层学习，即用于神经网络模型的 BP 算法的发明使得神经网络可以
从大量训练样本进行统计学习，发现统计规律，从而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浅层
学习由于理论分析难度大，训练方法需要很多经验和技巧，发展较为缓慢。2006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机器学习领域泰斗 Hinton 在《科学》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开启了深度学习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热潮。深度学习一经提出，就得到
了快速发展并被运用到多种工业应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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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检测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主要应用场景有很多，以下举三个例子：
1.1.1 视频监控
在国内外各种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变得越来越普及，一张能够覆盖关键区
域的视频网络正在建成。随着监控摄像头数量的增长和清晰度的提高，其拍摄视
频的总容量也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增加。如何处理这种巨量的视频数据正
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每生产出两块硬盘，就
有一块被用于存储监控视频数据。而与不断膨胀的数据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
前视频监控的方法仍然较为落后，大多数视频监控的工作都是由人工完成的。虽
然相比使用机器进行监控，人工监控有着灵活、可以应对特殊情况的优势，但它
也有容易使监控人员视觉疲惫、漏掉重要信息进而引起经济损失的缺点。
利用行人检测技术，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代替人力自动完成视频监控的工
作，自动检测出视频画面中的每一个行人，进而对其行为、轨迹进行分析，及时
发现异常情况并自动报警。由此可以降低人力监控成本、提高检测准确率，提高
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1.1.2 车辆辅助驾驶
汽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地位，然而伴随着汽车提供的经济利益和生活
便利，交通事故也成为了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赋予车辆自
动预测和处置危险情况的能力，可能就能避免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视频图
像数据进行行人检测，并采取对应应对措施显然是实现这种车辆辅助驾驶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企业和学术机构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如
Google、Tesla、MIT 和百度等。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车辆辅助驾驶技术的需
求也越来越强，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作为车辆辅助驾驶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人检测算法虽然有了一定进步，但面对实际复杂场景的
能力还有待增强。
1.1.3 智能机器人
人是机器所处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
赋予智能机器人与人进行交互的能力也成为了现代工程学中最有意义和具有挑
战性的课题之一。要使智能机器人能像正常人类一样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使其
具有感知周围环境的能力，而这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进行对人类的检测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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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多数机器人的服务对象就是人类。行人检测技术可以赋予机器人查看周围
环境中人类的能力，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和需求进行分析，从而更好的与
人类进行交互并提供服务。
实际上，行人检测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很多。随着机器智能化趋势的不断发
展，只要存在机器与人类进行交互并提供服务的场景，就需要行人检测技术实现
其功能。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行人检测技术的发展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在检测速度和检测精度两方面都
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即使是现在最先进的行人检测算法，与真正人类的识别
能力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距离投入工业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仍然有很长的路
要走。
随着近年来工业界对于行人检测技术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前几年深度学习
技术的提出和广泛应用，行人检测技术从 2005 年 HOG 特征的提出至今经历了
快速发展。学术界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检测的准确率上，每年在图像处理和计
算机视觉领域的顶级期刊（如 PAMI、IJCV 等）和顶级会议（如 CVPR、ICCV
等）上都有很多与行人检测相关的文章。[1]
从 2001 年 Viola 等人提出结合 Haar 特征和 AdaBoost 方法，到 2005 年 Dalal
等人提出 HOG（梯度方向直方图），再到 2008 年 DPM（形变部件模型）的提出，
可以看出每次行人检测领域具有革命性研究的出现，都是与特征有着密切的关
系。这些大大提升检测性能的研究，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提出了新的浅层结构能提
取出行人最有区分性的特征。换句话说，这些机器学习方法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决
定于特征的选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提升算法的性能，研究者往往将大量
的时间精力投入在选取更合适的特征上面。这种“特征工程”虽然效果显著，但是
本身要借助人类本身先验性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更重要
的是它使用的算法没有自己去从数据中学习特征的能力。而深度学习的宗旨正是
使机器能够在对输入信息中学习一种无损或是低损的数据的表达，使得提取对分
类器或预测器有用的信息更加容易。[6]《Learning Deep Architectures from AI》一
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在解决复杂问题（如视觉信号、音频信号处理）方面，深度网
络结构比浅层结构具有达到更好表现的潜力。因此深度学习在行人检测领域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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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取得比传统方法更好的成绩。
2012 年，Krizhevsky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卷积神经网络将国际大规模视觉识别
大赛（ILSVRC）分类任务的 Top-5 错误率由传统方法的 26.2%降至 15.3%。2015
年，Google 的 Sergey Ioffe 等人已经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在这项赛事中将 Top-5 错
误率降低至 4.8%，超过了人类的识别能力（5.1%），这足以说明深度学习算法的
强大实力。[1]
Krizhevsky 提出的 AlexNet 成为了卷积神经网络发展过程的里程碑，自 2012
年之后深度学习算法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开始被广泛应用，因此出现了 GoogleNet、
VGG16[7]、ZF[8]等新型网络结构，并且用途从分类器（用于图像分类、识别等）
扩展到了检测器（用于目标检测等等），在 CNN 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基于区域的
卷积神经网络（RCNN[9]），在 RCNN 的基础上出现了 Fast RCNN[10]、SPPNet[11]、
Faster RCNN[12]等等新的算法，目标检测的性能也不断提高。这些深度网络的新
进展使得学术界关于单个类别目标（如行人）的关注转向了通用目标检测，如
Fast RCNN 的 20 类和基于 AlexNet 的 1000 类等，而且今年来在通用目标检测数
据集 PASCAL VOC 上的表现也越来越好，2015 年发表的 Faster RCNN[12]算法在
通用目标检测任务上的宏平均准确率（mAP）已经达到了 73.2%。

1.3 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Fast R-CNN(快速的基于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的行人检
测算法，以 Selective Search[13]（选择性搜索）作为提取 Proposal（候选区域）算
法，使用 Fast R-CNN 作为检测器算法，采用 CaffeNet[10]和 VGG_CNN_M_1024[14]
两种网络结构，在将深度网络使用 ImageNet 目标检测数据集 [15] 进行预训练
（pre-training）后，使用 INRIA 行人静态图像训练集对 Fast R-CNN 深度网络进
行了调优（fine-tuning），并使用 INRIA 行人图像测试集对检测器算法性能进行
了测试，通过 AP（mean Average Precision，平均正确率）和检测速度对算法进
行了衡量，CaffeNet 的 AP 为 82.95%，VGG_CNN_M_1024 的 AP 为 85.06%，相
比之前的 Fast R-CNN 通用检测算法有了约 10%的提高。除此之外，在 Ubuntu
系统中完成了检测行人的 demo，并在 Windows 环境下建立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
实现了对输入静态图像的 HOG+SVM 行人检测算法结果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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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计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2.1 设计要求与指标
要求设计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针对静态图像进行行人检测的软件系统，
要求采用 CNN 或基于 CNN 的其它深度学习算法作为检测器，对静态图像中的
行人区域能够进行检测并正确返回其坐标值，并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可视化（有图
形用户界面为佳），方便用户的操作。要求算法的准确率不低于 60%，运行所需
时间和存储空间具有实际可行性。

2.2 总体设计方案
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深度神经网络检测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用户在图形
用户界面上进行操作，选择输入图片，然后检测器对输入图片进行运算，运算结
果在图形用户界面上显示出来。
2.2.1 深度神经网络检测器
检测器是系统的内核部分，其运行过程对用户不可见，用户只能通过图形用
户界面看到检测结果。检测器采用快速的基于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Fast Regions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ast R-CNN）[10]作为检测算法。对于每幅图
片按以下步骤进行检测：
1. 使 用 选 择 性 搜 索 算 法 （ Selective Search ） 自 动 生 成 若 干 个 待 选 窗 口
（Proposal）；
2.对整幅图像使用卷积神经网络 CNN 提取特征，获得若干幅特征图；
3.然后对每个窗口对应的特征图进行分类，判断其是否包含行人；
4.对有行人的窗口位置使用回归器进行处理，最终返回检测结果。
其中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简称 CNN）[16]对每个待
选窗口（Proposal）提取特征并进行分类，它是从传统的全连接神经网络模型发
展而来的深度网络模型，是目前计算机视觉领域应用广泛的重要算法。CNN 的
主要特点在于它借鉴了人眼视觉方面感受野的概念，并提出了权值共享的概念。
传统的神经网络模型是全连接的，即网络中每一层的每个神经元都与上下层
的所有神经元有连接，因此若相邻两层的神经元个数分别为 M 和 N，则仅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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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连接的权重个数就有 M*N 个，当网络深度增加时，网络中需要学习的参
数就快速增长，以至于难以实现。如下图所示，如果输入一张 1000*1000 像素的
图像，而神经网络中第一层的神经元数量和图像像素数目相等为 100 万个的话，
那么全连接的情况下（每个神经元都连接到每一个像素值），网络中需要学习的
参数个数为 1000*1000*1000000=1012 个，也就是 1012 个权值参数。这无疑是一
个非常巨大的数量，训练这个网络需要巨大的运算资源和时间，因而很难运用到
实际应用中。

图 1 全连接神经网络与局部连接神经网络示意图。左图为全连接神经网络，
相邻两层的每个节点之间都相互连接；右图为局部连接神经网络，下一层的节
点只与部分上层节点连接。
而 CNN 借鉴了感受野的概念，每一个神经元并不需要感受整个图像全局的
信息，只需要也只能感受到局部的图像信息，而在更高一层的神经元上再对底层
的神经元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整个网络需要学习的参数。如
下图所示，如果我们使用 100 万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只感受到 10*10 像素的区
域（也即只对这 100 个像素进行卷积），这样网络中需要学习的参数数量就减少
到了 10*10*1000000=108 个。[5]
另一方面，CNN 指出权值共享的概念。不难想象到我们观察一副图像时，
无论我们看图像的哪个位置，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个特定的神经元的功能都是提取
相同的特征，即它对不同区域的 100 个像素值进行卷积的卷积核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提取某一个特征时，整张图像上进行的卷积都是用的同一个卷积核，即一个
特征只需要 100 个权重即可表示，也即不同位置提取同一特征使用的权值是共享
的。因此我们对于一张图像，需要提取多少种特征，就需要多少卷积核。比如我
们对于 10*10 的感受野内需要提取 1000 种特征，那么就需要 100 个卷积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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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的神经网络一共只需要学习 10*10*100=104 个权值，这只是原来的普通神
经网络需要学习的 1012 个参数的一千万分之一！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我们只需要
几十个卷积核，就足够表示各种特征了。[5]

图 2 局部连接神经网络与卷积网络。左图为局部连接神经网络，每个神经
元只与上一层的部分像素点有连接，如果有一百万个神经元，每个与 10*10 像
素的点连在一起，那么就有一亿个权重参数；右图为卷积网络，其学习多个卷
积核，100 个 10*10 的卷积核只需要 1 万个权重参数。
由于有了感受野和权值共享的概念，CNN 第一次将多层人工神经网络变得
可能，而它也在图像识别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传统的需要人工设计的图像特
征，可以用 CNN 进行自动学习和提取，这种数据驱动的学习方式大大简化了特
征的学习方式，降低了人工的工作量和难度，现在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已经成为图
像语义理解的主流方式。
2.2.2 图形用户界面
图形用户界面（GUI）应该包含导入待测图像、选择检测器使用的网络结构、
导入 caffemodel 文件和显示检测结果、检测结果导出为图片等功能。

2.3 可行性分析
卷积神经网络 CNN 主要用来识别位移、缩放及其他形式扭曲不变性的二维
图形。由于 CNN 的特征检测层通过训练数据进行学习，所以在使用 CNN 时，
避免了显式的特征抽取，而隐式地从训练数据中进行学习；再者由于同一特征映
射面上的神经元权值相同，所以网络可以并行学习，这也是卷积网络相对于神经
元彼此相连网络的一大优势。卷积神经网络以其局部权值共享的特殊结构在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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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图像处理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其布局更接近于实际的生物神经网络，
权值共享降低了网络的复杂性，特别是多维输入向量的图像可以直接输入网络这
一特点避免了特征提取和分类过程中数据重建的复杂度。[5]
现有的非深度学习的分类方式几乎都是基于统计特征的，这就意味着在进行
分辨前必须提取某些特征。然而，显式的特征提取并不容易，在一些应用问题中
也并非总是可靠的。卷积神经网络避免了显式的特征取样，隐式地从训练数据中
进行学习。这使得卷积神经网络明显有别于其他基于神经网络的分类器，通过结
构重组和减少权值将特征提取功能融合进多层感知器。它可以直接处理灰度图
片，能够直接用于处理基于图像的分类。[5]
卷积神经网络较一般神经网络在图像处理方面有如下优点：
（1）输入图像和网络的拓扑结构能很好的吻合；
（2）特征提取和模式分类同时进行，并同时在训练中产生；
（3）权重共享可以减少网络的训练参数，使神经网络结构变得更简单，适
应性更强。[5]
深度学习算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目标和行人检测领域。2012 年，Hinton
的学生 Krizhevsky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将国际大规模视觉识别大赛（ILSVRC）分
类任务的 Top-5 错误率由传统方法的 26.2%降至 15.3%。在这项赛事中，2015 年
Google 的 Sergey Ioffe 等人已经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将 Top-5 错误率降低至 4.8%，
超过了人类的识别能力（5.1%），这足以说明深度学习算法的强大实力。[1]
2013 年的 IEEE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CVPR）上，CUHK 的欧
阳万里提出了联合深度学习（Joint Deep Learning）模型，将卷积神经网络与遮
挡模型和形变部件模型 DPM 整合到一个网络中进行联合学习，获得了不错的效
果[6]；Pierre Sermanet 根据卷积稀疏编码提出的无监督深度学习 ConvNet-U，说
明卷积网络 ConvNet 在稍加修改的情况下，用在行人检测领域就可以达到像当
时最先进的人工设计特征的算法一样的性能。[1]
此外，在系统方案的实现方面，前人已有的成功也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贾扬清在其博士期间使用 C++编写了深度学习框架 Caffe[17]，
使学术界和工业界不必再为算法底层的编写而纠结，为深度学习的训练和测试提
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 Ross Girshick 以一己之力相继提出了 RCNN[9]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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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NN[10]和 Faster RCNN[12]算法，使通用目标检测的性能获得了极大提升，为目
标检测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学术界研究的积累也提供了许多网络事先预训
练完成的结果，可以直接在其基础上进行网络的调优，节省了大量的运算资源和
时间，这些都为本毕业设计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综上所述，本毕
业设计的可行性良好。

2.4 技术难点
尽管行人检测技术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时间，并且在最近十多年发展迅速，
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种算法的性能可以达到像人类一样的水平。制约目前行人检
测发展的因素主要在如下方面[7]：
（1）实际获得的图像背景复杂多样；
（2）不同场景、同一场景不同时间段光照强弱不同；
（3）行人着装不同；
（4）行人被物体或其他行人遮挡；
（5）行人姿势多样；
（6）拍摄角度不同。
总之，行人的类内方差与行人与背景的类间方差有时难以区分，这是导致现
有技术仍不能达到较低丢失率（较高准确率）的原因之一。[1]

9

3. 实施方案与技术路线
3.1 模块设计方案

图 3 设计方案，主要分为 UI 和 Fast-RCNN 交互界面两部分
如上图所示，从功能上来看，本系统主要有用户交互界面（前端）和 Fast
R-CNN 检测器（后端）两个模块。从实现上来看，前端主要是在 Ubuntu 系统
下使用 Python 建立图像输出，在 Windows 下使用 MFC 实现 GUI；后端主要是
训练深度网络参数以获得理想的 caffemodel 文件、在程序中调用 Matlab 的选择
性搜索算法产生 proposal 和使用 Caffe 实现 caffemodel 文件（网络权重参数）的
输入、网络的建立和前向传播。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作为检测器的深度网络的
训练。

3.2 具体技术路线与实现方法
3.2.1 待选窗口的提取算法
在本文中，对于被检测的图像使用选择性搜索（Selective Search）算法提取
待选窗口（Proposal）。选择性搜索算法是 J.R.R. Uijlings 发表在 2012 IJCV 上的 [13]
提出的，它指出进行物体识别不能只根据形状、大小、颜色、纹理这些信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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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独的一个进行，而是需要充分考虑图像中物体的多样性和层次关系。首先
对于输入图像使用 Efficient Graph-Based Image Segmentation 方法获取原始分割
区域，然后通过计算基于不同多样化策略的相似度，将相似度最大的区域进行合
并，并不断进行这个过程，即可获得若干个区域的具体位置，然后对这些位置再
进行非极大值抑制（Non-Maximum Suppression），过滤掉一些重合程度较高的区
域，最终就获得了作为候选区域的 ROI。通过这种方法最终可以获得物体的一系
列假设区域位置，通常用于 Fast RCNN 时，每张图片有大约 2000 个 Proposal[9]。
每个 Proposal 使用矩形框 Bounding Box 来进行描述，即[xmin, ymin, xmax, ymax]左上
右下角 2 个点的 4 个坐标来进行描述。
因此相比传统的滑动窗口扫描的“暴力穷举”（Exhaustive Selective）法，选择
性搜索算法适应不同尺度和颜色、纹理等多样性的能力更强，而且更重要的，其
速度更快。本文使用的是 IJCV 作者提供的 Matlab 实现。以下是算法的输入和输
出的演示：

图 4 搜索性算法输入图片
如果将上图作为搜索性算法的输入，那么最终将得到约 600 个 ROI 的位置（由
于该图尺寸较小，因此 ROI 的数目较少，实际上一般 800*600 像素左右大小的
图片将产生 2000 个左右的 ROI），其中 25 个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第 5、6、8、10 个 ROI 已经基本包含了待测人物的全身，因此将这
些 ROI 作为输入传输到 Fast RCNN 检测器时，很有可能会被成功检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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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搜索性算法输出图片的前 25 个结果
3.2.2 检测器的原理与训练过程
3.2.2.1 RCNN 与 Fast RCNN 原理

图 6 R-CNN 网络结构示意图
RCNN（Regions with CNN，基于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是在 CNN 基础上发
展的一种目标检测的算法。原始的卷积神经网络本身是一个分类器，只能对一张
输入图片进行分类，并不能在一张不只是目标的图像上检测出目标的具体位置，
而 RCNN 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卷积神经网络从分类器应用扩展到了检测器上。
它对一张输入图片首先进行选择性搜索，产生 2000 个左右的候选区域，然后对
每一个候选区域使用 CNN 网络提取特征和分类，判断是否是待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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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Fast R-CNN 网络结构示意图
而 Fast RCNN 是在 RCNN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先对整张图像使用深度卷
积网络计算特征图（feature map），然后对选择性搜索得到的候选区域在特征图
上找到对应区域，再对这一块区域先使用两个全连接层生成一个特征向量，然后
将特征向量输入到两个分别独立的全连接层，其中一个使用 softmax 进行分类，
另一个对获得的 bounding box 的位置进行回归以获得更加精准的位置信息。这样
相当于节省了对每一个候选区域分别使用网络前向传播的运算时间，一张图像整
体只需要前向传播一次，使得运算速度大大加快。
而由于 Fast RCNN 有分类得分和区域位置两个输出层，因此在训练时网络的
损失函数也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分别的损失，假设每个 ROI 的 K+1 类的概率分
布值为 p=(p0,…,pK)，第 k 个类别的 ROI 的位置为 tk=(txk,tyk,twk,thk)，每个训练的
ROI 都标记了 ground truth 的类别 u 和位置 v，则训练时的损失函数为

L(p, u, t u , v)  Lcls (p, u)  [u  1]Lloc (t u , v)
其中 Lcls (p, u)   log(pu ) 是对于实际类别 u 的对数损失函数。[10]
3.2.2.2 数据预处理
Fast RCNN 网络训练需要的数据主要是三个：图像数据及其列表、标注数据
（即 Ground Truth）和 selective search 事先处理图片获得的 bounding boxes。
首先使用 python 脚本对样本文件夹中的图片路径进行遍历，存储在 txt 文件
中。然后遍历存储在统一的文件夹中的标注 txt 文件，使用正则表达式读出每张
图片的 Ground Truth 信息，并以如下格式写入 annotations.txt 文件：
[图片路径] [目标个数] [目标 1 bounding box] [目标 2 bounding box]···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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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ast R-CNN 数据标注格式
最后是使用 Selective Search 算法对训练图片和测试图片分别提取出 bounding
boxes，并写入.mat 文件中。本文使用的是 Selective Search 一文的原作者在 Github
上共享的 Matlab 脚本程序对 INRIA 数据集中 Train 和 Test 文件夹中所有图片分
别批量计算，并将每张图片的 bounding boxes 以矩阵形式（通常大约是 2000x4
double 类型的矩阵）存储到 Cell 数据类型中，然后将若干个 Cell 格式的数据写
入到.mat 文件中，之后检测器直接读入.mat 文件。
3.2.2.3 深度网络的预训练与调优
本文中的算法采用的是 Fast RCNN，训练过程是在操作系统为 Ubuntu 14.04
LTS 的服务器上进行的，使用的 GPU 型号为 NVIDIA Quadro K4200（显存容量
4096 MB），使用的深度学习框架是 Caffe，本文采用的网络结构以 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 在 PASCAL_VOC 目标检测数据集[18]上进行检测的版本为基
础，在 ImageNet 通用目标检测数据集[15]上进行了预训练。
（1）本文中使用的 CaffeNet 是 Caffe 框架对 2012 年 Alex 在 ImageNet 图像
分类挑战赛上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AlexNet[16]进行的重现。其结构如下图所
示，有 5 个卷积层和 3 个全连接层：

图 9 CaffeNet 网络结构示意图

图 10 VGG_CNN_M1024 网络示意图
而 VGG_CNN_M_1024 深度网络结构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 Ken Chatfield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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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中提出的，它比著名的 VGG16 深度网络[7]更小一些，结构如图 10 所示。
可以看出，同样的，该网络与 ZF 网络[8]相似，也有 5 个卷积层和 3 个全连
接层。二者全连接层等的设置非常相似，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卷积层的卷积核个数
和大小（kernel size）不相同，VGG_CNN_M_1024 网络的卷积层更“宽”一些[10]。
（2）由于 PASCAL_VOC 的目标类别有 20 类，而本文中只需要检测行人一
类即可，因此首先对网络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在原来网络的基础上将分类的类别
从“20 类加背景”改为“行人加背景”，即由
CLASSES = ('__background__', 'aeroplane', 'bicycle', 'bird', 'boat', 'bottle', 'bus',
'car', 'cat', 'chair', 'cow', 'diningtable', 'dog', 'horse', 'motorbike', 'person', 'pottedplant',
'sheep', 'sofa', 'train', 'tvmonitor')
变为
CLASSES = ('__background__','person')
并将网络的相应结构进行了调整：首先将输入的 data 层中 num_classes 从 21
类改为 2 类；然后将输出每类得分的 cls_score 层的输出类别数目 num_output 由
21 类改为 2 类；最后将输出每类 ROI 位置的 bbox_pred 层的 num_output 个数从
84 改为 8（因为每一类的 bounding box 都有[xmin ymin xmax ymax]4 个值）进行
描述。
并对 fast-rcnn/lib/datasets/文件夹下的 factory.py，pascal_voc.py 和__init__.py
等文件进行了相应修改（详见附录），在 python 中新建了包含自定义方法的 caltech
类，由此完成了对网络结构和接口的相应改变。[19]
（3）然后进行深度网络的预训练。本文中受服务器运算能力的限制，训练
的是小型网络 CaffeNet 和中型网络 VGG_CNN_M_1024（至少需要 3G 显存），
没有训练 VGG16 网络（至少需要 11G 显存）[20]。训练时网络权重的初始值加载
了该网络在通用目标数据集 ImageNet 上训练迭代 40000 次的网络权重，即相当
于两个网络都在通用目标检测数据集上 ImageNet 进行了预训练。
（4）接下来正式开始深度网络的训练。事实上本文对网络的训练是在
ImageNet 预 训 练 的 基 础 上 对 深 度 网 络 针 对 行 人 检 测 的 任 务 进 行 调 优
（Fine-Tuning）。训练时采用 INRIA 的训练集中的 614 张行人图像（共 2416 个
行人）
，测试时采用 INRIA 的测试集中的 288 张行人图像（共 1126 个行人）。训
练时相关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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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训练相关参数
其中，基础学习率为 0.001，最大迭代次数为 40000 次。训练时，CaffeNet
每次迭代需要 0.17 秒左右，而 VGG_CNN_M_1024 则需要 0.26 秒左右。
3.2.3 GUI 与 Caffe 接口实现
本文中首先使用 Python 编写了服务器端 Ubuntu 系统下进行远程演示的 demo
程序，然后在 Windows 平台上采用 C++和 MFC 框架进行图形用户界面（GUI）
的开发，使用 MFC（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作为应用程序框架，建立了
窗体、菜单、按钮、选择文件窗口、显示图片等功能，并内嵌了基于 HOG+SVM
算法的行人检测器。

4. 系统测试与结果分析
4.1 测试方法
衡量行人检测算法性能的标准和目标检测算法的标准一样，都是需要考虑 3
个方面的表现：检测质量（detection quality）、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其中
时间复杂度主要体现在算法的运算速度上，而空间复杂度主要体现在算法需要占
用的存储空间（包括内存 RAM 和显存）上，而检测质量主要是体现在输入图像
中的行人能否被成功检测出来，以及得到的位置是否准确。

4.1.1 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Fast RCNN 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显然是与卷积层的数目、每层卷积核
的数量和大小、全连接层的数量和每层的神经元数量密切相关的。一旦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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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算法所需存储空间也就确定了；而算法的执行时间还与一些其它因素相
关，如是否使用 GPU 并行计算加速（速度可以比 CPU 提高数十倍）和选择性搜
索算法所产生的候选区域 Proposal 的个数等等。衡量这两项的标准也很明确，就
是占用存储空间的大小（KB）和平均每幅图片的计算时间（ms）。
4.1.2 检测质量
对于一个检测器来说，检测质量的衡量要比运算时间和存储空间更加复杂一
些。由于在行人检测问题中，检测算法对目标窗口进行的是二类分类，即判断窗
口中是否包含行人，因此在测试时，可能出现 4 种情况[21]：
TP——将行人判断为行人；
FN——将行人判断为非行人；
FP——将非行人判断为行人；
TN——将非行人判断为非行人。
在分类器中，用于衡量行人检测的重要指标丢失率（Miss Rate，又称误检率）
的定义即为所有被判断为非行人的行人数量与总行人数量之比，即
MR=FN / (TP+FN).
但是只用丢失率一个指标是不足以反映算法性能的，因为还要考虑非行人被
判断为行人的情况。可以想到的极端情况是一个算法将所有输入，无论是否是行
人，都判断为行人，则此时 MR 为 0，但是显然这个算法的性能是很糟糕的。所
以要考虑另一个指标，即 FP 出现的频率与 MR 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算法判断
窗口内是否包含行人的阈值越低，那么它就更倾向于将窗口判断为包含行人，则
FP（非行人被判断为行人）的频率越高，而 MR 越低。因此 FP 的频率与 MR 之
间是负相关的，对于某一个算法，当 FP 的频率是一个定值时，MR 越低则算法
性能越好。因此用于衡量行人检测算法性能的评价标准就是 FP 频率与 MR 之间
的关系。如下图所示，横轴为 FPPI（False Positive Per Image，每幅图像中的 FP），
纵轴为 MR。随着 FPPI 增加，分类器的阈值降低，从而导致丢失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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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行人检测算法性能指标，MR 与 FPPI 关系曲线
同样的，在检测器中，也需要通过类似的指标来衡量算法性能。通常情况下
通过准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来衡量，其定义分别为[21]：
P = TP / (TP + FP)
R = TP / (TP + FN) = 1 - MR
准确率的含义为检测器检测为行人的窗口中确实是行人的比例，而召回率的
含义为所有行人中被检测出来的比例。理想的检测器应当准确率和召回率都很
高，但实际情况未必。类似于 MR 和 FPPI 的关系，如果检测器的阈值越高，那
么被检测出的窗口是行人的可能性就越高，即 P 升高，但可能一些得分较低的包
含行人的窗口就不会被检测出来，从而导致 R 降低。因此 P 和 R 之间也存在着
负相关。
检测器和分类器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检测器还需要给出行人的位置信息，而
检测器获得的位置信息经常与实际值 Ground Truth 不完全一致，那么当一个窗口
框住了行人但与 Ground Truth 不完全重合时，如何判断它是否能够算作正确呢？
在提出 RCNN 的论文[10]中用到了 IoU(Intersection-over-Union)的概念：
IoU = Area / (Area1 + Area2 - Area)
其中 Area1 和 Area2 分别是两个窗口的面积，Area 则是二者交集的面积，因此
IoU 即两个窗口的交集面积与并集面积的比例。因此可以定义当某个窗口
Proposal 与实际位置 Ground Truth 的 IoU 大于某个阈值时，即认为这个窗口是正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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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测试方法
同训练过程一样，本文在操作系统为 Ubuntu 14.04 LTS、GPU 型号为 NVIDIA
Quadro K4200（显存容量 4096 MB）的服务器上，使用 INRIA 测试数据集中包
含 1148 个行人的 287 张图片对 Fast RCNN 算法性能进行了测试：
（1）测试了算法执行所需的存储空间；
（2）在运行过程中测试了算法对每幅图像的运算时间；
（3）测试了在不同 IoU 标准下检测器的准确率 P 和召回率 R。
以上内容都分别在 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 网络上进行了测试，结果
及其分析在下一节中。

4.2 测试结果与分析
4.2.1 运行时间和所需存储空间
通过进行多次运行，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深度网络运行所需时间与存储空间
CaffeNet

VGG_CNN_M_1024

测试平均时间（s）

0.155832

0.228933

所需存储空间（Kb）

7335472

19276464

文献声称平均时间（s）

0.10

0.15

可见在服务器上，每张图片的处理时间都在 0.2s 左右，这与文献[10]中提到的
运行时间有一定区别，这主要是由 GPU 的型号不同导致的。
4.2.2 检测质量
为了对比不同网络的性能差异以及调优（fine-tuning）过程前后网络的性能
差异，本文对不同 IoU、不同网络结构以及网络调优前后条件下的准确率 P 和召
回率 R 分别进行了测试，另外也对传统检测算法 HOG+SVM[22]在相同条件下进
行了测试以作为对比。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 网络在进行了 40000 次调
优迭代后的检测质量如表 2 所示。
同时也测试了 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在表中简称为 VGGNet）两
种网络结构的深度网络在进行调优前，即只在 ImageNet 通用目标检测数据集上
进行过预训练的网络的检测质量，以及训练迭代次数为 10000 次、20000 次和
30000 次的检测质量，具体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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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种深度网络结构调优后在不同 IoU 阈值下的准确率与召回率
准确率 Precision

IoU
阈值

CaffeNet

VGGNet

召回率 Recall
HOG+

CaffeNet

VGGNet

SVM

HOG+
SVM

0.1

0.9521

0.9671

0.7853

0.8452

0.7993

0.8895

0.3

0.9502

0.9650

0.6456

0.8435

0.7976

0.7313

0.5

0.9349

0.9568

0.2072

0.8299

0.7908

0.2347

0.7

0.7854

0.8045

0.0541

0.6973

0.6650

0.0612

0.8

0.5249

0.5597

0.0390

0.4660

0.4626

0.0442

Ave.

0.8295

0.8506

0.3462

0.7364

0.7031

0.3922

表 3 CaffeNet 深度网络调优各个阶段在不同 IoU 阈值下的准确率与召回率
准确率 Precision

IoU

召回率 Recall

阈值

调优前

10000

30000

调优前

10000

0.1

0.0696

0.9401 0.9591 0.9540

0.3895

0.8537 0.8384 0.8469

0.3

0.0207

0.9401 0.9572 0.9521

0.1156

0.8537 0.8367 0.8452

0.5

0.0076

0.9213 0.9358 0.9406

0.0425

0.8367 0.8180 0.8350

0.7

0.0046

0.7603 0.7743 0.7797

0.0255

0.6905 0.6769 0.6922

0.8

0.0039

0.4981 0.5136 0.5000

0.0221

0.4524 0.4490 0.4439

Ave.

0.0213

0.8120 0.8280 0.8253

0.1190

0.7374 0.7238 0.7326

20000

20000

30000

表 4 VGGNet 深度网络结构调优各个阶段在不同 IoU 阈值下的准确率与召回率
准确率 Precision

IoU

召回率 Recall

阈值

调优前

10000

30000

调优前

10000

0.1

0.0101

0.9529 0.9695 0.9547

0.0017

0.8265 0.8112 0.8248

0.3

0

0.9471 0.9695 0.9528

0

0.8214 0.8112 0.8231

0.5

0

0.9392 0.9593 0.9409

0

0.8146 0.8027 0.8129

0.7

0

0.7804 0.8110 0.7953

0

0.6769 0.6786 0.6871

0.8

0

0.5294 0.5691 0.5689

0

0.4592 0.4762 0.4915

Ave.

0.0020

0.8298 0.8557 0.8425

0.0003

0.7197 0.7160 0.7279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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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30000

图 13 两种深度网络结构调优各个阶段在不同 IoU 下的准确率

图 14 两种深度网络结构调优各个阶段在不同 IoU 下的召回率
进过调优和未经调优的 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 网络的准确率随 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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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变化的曲线分别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
从表格数据和图表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不同算法角度来看，通过比较深度网络检测算法 CaffeNet 和 VGGNet
与广泛运用的传统检测算法的 HOG+SVM 的性能，可以发现深度网络算法的表
现远远超出了 HOG+SVM。深度网络算法的平均准确率（AP，Average Precision）
都在 80%以上，而 HOG+SVM 的 AP 只有不到 35%；深度网络的平均召回率都
在 70%以上，而 HOG+SVM 的平均召回率仅为不到 40%。从两方面的指标来看，
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算法表现确实远远超出传统算法。
（2）从深度网络的结构上看，在网络进行调优之后，VGG_CNN_M_1024
网和 CaffeNet 网络在 IoU 取 0.1、0.3、0.5、0.7、0.8 5 个值作为阈值处的平均准
确率分别为 85.06%和 82.95%，VGG_CNN_M_1024 的 AP 比 CaffeNet 网络的准
确率高出约 2%；二者在 IoU 阈值为以上 5 个值处的平均召回率分别为 70.31%和
73.64%，VGG 网络的召回率比 CaffeNet 的低约 3%。因此总体来说，CaffeNet
倾向于产生更多但质量相对低的 Proposal，通过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以此涵盖
更多 Ground Truth；而 VGG_CNN_M_1024 网络倾向于产生少而精的 Proposal，
因此其召回率更低而准确率更高。

图 15 行人检测准确率随训练迭代次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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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预训练和调优的角度来讲，调优对于网络性能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
如表 3、表 4 和图 15 所示，在进行调优之前，只进行过预训练的网络检测质量
很差，CaffeNet 的准确率为 2.13%，召回率为 11.9%，VGGNet 的准确率和召回
率甚至小于 1%，接近于完全没有训练过的网络的水平，说明通用目标检测器对
于特定的行人检测任务的完成能力并不强。但网络性能提升的潜力很大，只进行
10000 次迭代后的网络性能已经基本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明这些网络只需稍加
训练，性能即可获得很大提高。
（4）在 Ross 提出 Fast RCNN 算法的论文[10]中，对 Fast RCNN 在 PASCAL
VOC(Visual Object Classes Chanllenge，图像目标分类挑战赛)2007、2010 和 2012
数据集（包含 20 个类别的物体）上进行了训练和测试，使用了 VGG16 网络（比
VGG_CNN_M_1024 更大）作为 Fast RCNN 的深度网络，在 3 个数据集上宏平
均准确率（mean Average Precision）分别为 70.0%、68.8%和 68.4%，而具体到行
人这一个类别上，检测的准确率（AP）分别为 69.9%、72.7%和 72.0%，因此与
这些数据相比，本文中训练所获得的无论是 CaffeNet 还是 VGG_CNN_M_1024
深度网络，其平均准确率都在 82%以上，网络性能有了较大提升。
（5）从图 15 中可以看出，训练的迭代次数达到 10000 次之后，网络的性能
就已经基本达到了稳定水平，之后再进行几万次的训练，对网络性能的提升都是
非常有限的，甚至从 20000 次到 30000 次，网络的性能还有轻微的下降，这说明
网络的训练出现了过拟合的现象（即网络在训练集上的拟合程度不断进步，但在
测试集上表现越来越差）。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训练采用的数据集不够大，
由于采用的训练集只有 614 张行人图像（共 2416 个行人），因此样本数量有限导
致网络在训练集上的训练不能使其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也是本文工作的不
足之处，因此在后续工作方面，将使用数据量更大的行人数据集对网络进行训练，
以得到更好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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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与展示
5.1 系统设计结果概述
（1）完成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检测器的训练和测试过程，在 Caffe 环境下
使用 INRIA 行人图像数据集完成了 CaffeNet 和 VGG_CNN_M_1024 两种网络结
构的训练，通过测试得到了检测器的检测性能指标，其相较 2015 年发表的 Fast
RCNN 算法有了较大进步，平均准确率有约 10%的提升。
（2）完成了检测器部分在 Ubuntu 系统下的基于 Caffe 的演示程序（demo）。
（3）部分完成了检测系统在 Windows 环境下的图形用户界面的搭建，使用
OpenCV 建立了 GUI 与后端检测器之间的接口，使基于 HOG+SVM 的检测器系
统可以在 Windows 7 环境下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完成了毕业设计的预期目标。
5.2 行人检测结果展示
以下测试图片来自于 INRIA 行人图像数据集的 TEST 集。其中红色矩形框为
数据库本身提供的行人位置信息（即 Ground Truth），绿色矩形框为本文使用 Fast
RCNN 检测器计算得出的行人位置。
由图 16、17、18 可以看出，算法对于图片中的行人可以成功实现捕获，而
且对于人体在图中的大小都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如图 16 中成年人和儿童的尺
寸差异较大，图 17 中几个人物的尺寸都较大，算法都能较好的完成检测。由图
18、21、23 可以看出，算法对于只具有单个行人的图像的检测情况良好。

图 16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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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2

图 18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3

图 19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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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5

图 21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6

图 22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7

图 23 行人检测测试结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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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0、22 中显示了算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图 19 中出现了漏检的情况，
4 个人物只成功检测出了 3 个，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被漏检的行人中间被栏杆
遮挡，搜索性算法选取 proposal 时无法将其归为同一个区域。图 20 中出现了错
检的情况，错误的将不是行人的区域也检测为行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 proposal
中包含电线杆对检测形成了干扰。图 22 中出现了一个漏检，这里被检出的一个
人物没有出现在 Ground Truth 之中，应当是数据集制作者的疏漏。
尽管像图中一样，检测系统会出现一些漏检和错检的问题，导致了准确率和
召回率的降低，但总体来说，以 IoU 大于 0.5 为标准的话，检测系统的准确率已
经达到 90%以上，召回率也在 80%上下，检测质量已经较之前的算法有了很大
提高，接近于可以投入实际使用的水平。
5.3 Ubuntu 系统演示 demo
本文实现了在 Ubuntu 服务器上进行行人检测的 demo 程序，可以在服务器上
通过命令行进行远程控制，使其对指定的图片进行行人检测并显示结果。
首先在 XShell 客户端登录 10.214.29.106 服务器，然后在命令行中输入如下
命令：
cd fast-rcnn
./tools/demo_INRIA.py

即可运行行人检测 demo 脚本程序。其中./tools/demo_INRIA.py 命令可以在
后面加上指定的图像文件名的参数（默认使用的是/home/zywang/INRIATest/Data
Set/pos/文件夹下的测试图片）：--imgname [图像文件名]，如图 22 所示。

图 24 demo 命令行格式
运行以上脚本程序即可获得检测结果，如图 23 所示。

27

图 25 检测结果示例

6. 参考文献
[1] 王斌. 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学位论文].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
院, 2015
[2] 百度百科. 计算机视觉.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65.htm.
[3] 苏松志等. 行人检测技术综述. 电子学报, 2012, 40(4): 814-820
[4] Benenson, Rodrigo, et al. Ten Years of Pedestrian Detection, What Have We Learned? ECCV
2014 Workshop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613-627
[5] Zouxy. 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学习笔记.
http://blog.csdn.net/zouxy09/article/details/8775360/. 2013-4-28
[6] Bengio, Yoshua, A. Courville, and P. Vincent.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 review and new
perspectiv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MI 35.8(2013):1798-1828
[7] K. Simonyan and A. Zisserman. 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image
recognition. ICLR, 2015
28

[8] M. Everingham, L. Van Gool, C. K. I.Williams, J.Winn, and A. Zisserman. The PASCAL
Visual Object Classes (VOC) Challenge. IJCV, 2010.
[9] R. Girshick, J. Donahue, T. Darrell, and J. Malik. Rich feature hierarchies for accurate object
detection and semantic segmentation. CVPR, 2014.
[10] Girshick, R. Fast R-CNN. ICCV, 2015: 1440-1448.
[11] K. He, X. Zhang, S. Ren, and J. Sun.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in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visual recognition. ECCV, 2014.
[12] Ren, S., He, K., Girshick, R., & Sun, J. Faster r-cnn: towards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 with
region proposal networks. Computer Science, 2015
[13] Uijlings, J. R. R., Sande, K. E. A. V. D., Gevers, T., & Smeulders, A. W. M. Selective search
for object recognition. IJCV, 2013:104(2), 154-171.
[14] Chatfield K, Simonyan K, Vedaldi A, et al. Return of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Delving Deep
into Convolutional Nets[J]. Computer Science, 2014
[15] J. Deng, W. Dong, R. Socher, L.-J. Li, K. Li, and L. Fei-Fei. ImageNet: A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image database. CVPR, 2009
[16] A. Krizhevsky, I. Sutskever, and G. Hint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NIPS, 2012.
[17] Jia Y, Shelhamer E, Donahue J, et al. Caffe: Convol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Fast Feature
Embedding[J]. Eprint Arxiv, 2014:675-678
[18] M. Everingham, L. Van Gool, C. K. I.Williams, J.Winn, and A. Zisserman. The PASCAL
Visual Object Classes (VOC) Challenge. IJCV, 2010.
[19] 楼燚航. Fast RCNN 训练自己的数据集 （2 修改读写接口）.
http://www.cnblogs.com/louyihang-loves-baiyan/p/4903231.html.
[20] 新浪微博. 【深度学习】研究 Fast-RCNN 代码.
http://weibo.com/p/230418855a82cd0102vnjq.
[21] 李航. 统计学习方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22] Dalal N, Triggs B.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for Human Detection. CVPR 2005, 1:
886-893

29

7. 附件
7.1 其他设计资料
7.1.1 数据预处理
7.1.1.1 写 annotations.txt 的 Python 脚本
SingleAnnotation.py

import os
import xml.dom.minidom as minidom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Pickle
import subprocess

def readSingleAnno(filename):
with open(filename) as f:
data = f.read()

import re
objs = re.findall('\(\d+, \d+\)[\s\-]+\(\d+, \d+\)', data)

num_objs = len(objs)

boxes = np.zeros((num_objs, 4), dtype=np.uint16)
gt_classes = np.zeros((num_objs), dtype=np.int32)
overlaps = np.zeros((num_objs, 2), dtype=np.float32)

# "Seg" area here is just the box area
seg_areas = np.zeros((num_objs), dtype=np.float32)

# Load object bounding boxes into a data frame.
for ix, obj in enumerate(objs):
# Make pixel indexes 0-based
coor = re.findall('\d+', obj)
x1 = float(coor[0])
y1 = float(coor[1])
x2 = float(coor[2])
y2 = float(coor[3])
boxes[ix, :] = [x1, y1, x2, y2]
seg_areas[ix] = (x2 - x1 + 1) * (y2 - y1 + 1)
return boxes

BatchAnnotation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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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o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singleAnnotation as sann

#folder = "F:\INRIAPerson\Train\annotations"
#path = 'F:\INRIAPerson\Train\\annotations\\'
path = 'F:\INRIAPerson\Test\\annotations\\'
print path

imagelist = open('ImageList.txt', 'w')
annotations = open('annotations.txt', 'w')

for root, dirs, files in os.walk(path):
for fn in files:
#print (root + fn)
imagelist.writelines(root + fn + '\n')
boxes = sann.readSingleAnno(root + fn)
#print len(boxes)
annotations.writelines(root + fn + ' ' + str(len(boxes)) + ' ')
#str(boxes[0][0]) + '\n')
for i in range(0, len(boxes)):
annotations.writelines(str(boxes[i][0]) + ' ' +
str(boxes[i][1]) + ' ' +
str(boxes[i][2]) + ' ' +
str(boxes[i][3]) + ' ')
annotations.writelines('\n')

imagelist.close()
annotations.close()

7.1.1.2 选择性搜索算法
function all_boxes = selective_search_rcnn(image_filenames, output_filename)
% Based on the demo.m file included in the Selective Search
% IJCV code, and on selective_search_boxes.m from R-CNN.
% Load dependencies and compile if needed.
addpath('Dependencies');
if(~exist('anigauss',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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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 Dependencies\anigaussm\anigauss_mex.c Dependencies\anigaussm\anigauss.c -output
anigauss
end
if(~exist('mexCountWordsIndex', 'var'))
mex Dependencies\mexCountWordsIndex.cpp
end
if(~exist('mexFelzenSegmentIndex', 'var'))
mex Dependencies\FelzenSegment\mexFelzenSegmentIndex.cpp -output
mexFelzenSegmentIndex;
end
% Configure
im_width = 500;
% Parameters. Note that this controls the number of hierarchical
% segmentations which are combined.
colorTypes = {'Hsv', 'Lab', 'RGI', 'H', 'Intensity'};
% Here you specify which similarity functions to use in merging
simFunctionHandles = {@SSSimColourTextureSizeFillOrig, ...
@SSSimTextureSizeFill, ...
@SSSimBoxFillOrig, ...
@SSSimSize};
% Thresholds for the Felzenszwalb and Huttenlocher segmentation algorithm.
% Note that by default, we set minSize = k, and sigma = 0.8.
% controls size of segments of initial segmentation.
ks = [50 100 150 300];
sigma = 0.8;
% After segmentation, filter out boxes which have a width/height smaller
% than minBoxWidth (default = 20 pixels).
minBoxWidth = 20;
% Comment the following three lines for the 'quality' version
colorTypes = colorTypes(1:2); % 'Fast' uses HSV and Lab
simFunctionHandles = simFunctionHandles(1:2); % Two different merging strategies
ks = ks(1:2);
% Process all images.
all_boxes = {};
% image_db = 'G:\Final_thesis\data\single\Re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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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_db = 'F:\caltech\';
for i = 1 : length(image_filenames)
fprintf('%d out of %d\n', i, length(image_filenames));
%

im = imread([image_db,image_filenames{i}]);
im = imread(image_filenames{i});
% Resize image to canonical dimensions since proposals aren't scale invariant.
scale = size(im, 2) / im_width;
im = imresize(im, [NaN im_width]);
idx = 1;
for j = 1:length(ks)
k = ks(j); % Segmentation threshold k
minSize = k; % We set minSize = k
for n = 1:length(colorTypes)
colorType = colorTypes{n};
[boxesT{idx} blobIndIm blobBoxes hierarchy priorityT{idx}] = ...
Image2HierarchicalGrouping(im, sigma, k, minSize, colorType, simFunctionHandles);
idx = idx + 1;
end
end
boxes = cat(1, boxesT{:}); % Concatenate boxes from all hierarchies
priority = cat(1, priorityT{:}); % Concatenate priorities
% Do pseudo random sorting as in paper
priority = priority .* rand(size(priority));
[priority sortIds] = sort(priority, 'ascend');
boxes = boxes(sortIds,:);
boxes = FilterBoxesWidth(boxes, minBoxWidth);
boxes = BoxRemoveDuplicates(boxes);
% Adjust boxes to cancel effect of canonical scaling.
boxes = (boxes - 1) * scale + 1;
boxes = FilterBoxesWidth(boxes, minBoxWidth);
boxes = BoxRemoveDuplicates(boxes);
all_boxes{i} = boxes;

end
%all_boxes(:, 1)
%new
if nargi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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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_boxes
save(output_filename, 'all_boxes', '-v7');
end
close all;clear, clc;
image_db = 'F:\INRIAPerson\Test\';
image_filenames = textread([image_db 'ImageListnew.txt'], '%s', 'delimiter', '\n');
for i = 1:length(image_filenames)
image_filenames{i} = [image_db, image_filenames{i}];
end
selective_search_rcnn(image_filenames, 'test.mat');

7.1.2 深度网络训练接口
本文将原项目中的 Fast RCNN 中的 pascal_voc 类改为了自己的 caltech 类。
7.1.2.1 fast-rcnn/lib/datasets/Caltech.py
import datasets
import datasets.caltech
import os
import datasets.imdb
import xml.dom.minidom as minidom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scipy.sparse
import scipy.io as sio
import utils.cython_bbox
import cPickle
import subprocess

class caltech(datasets.imdb):
def __init__(self, image_set, devkit_path=None):
datasets.imdb.__init__(self, image_set)#imageset train test
self._image_set = image_set
self._devkit_path = devkit_path
self._data_path = os.path.join(self._devkit_path)
self._classes = ('__background__', # always index 0
'person')
self._class_to_ind = dict(zip(self.classes, xrange(self.num_classes)))
self._image_ext = '.jpg'
self._image_index = self._load_image_set_index('INRIATrain_ImageList.txt') #notice that here the
loading function might need some input - zywang
# Default to roidb handler
self._roidb_handler = self.selective_search_ro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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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AL specific config options
self.config = {'cleanup'

: True,

'use_salt' : True,
'top_k'

: 2}

assert os.path.exists(self._devkit_path), \
'VOCdevkit path does not exist: {}'.format(self._devkit_path)
assert os.path.exists(self._data_path), \
'Path does not exist: {}'.format(self._data_path)

def image_path_at(self, i):
"""
Return the absolute path to image i in the image sequence.
"""
return self.image_path_from_index(self._image_index[i])

def image_path_from_index(self, index):
"""
Construct an image path from the image's "index" identifier.
"""
image_path = os.path.join(self._data_path, index)#here has been modified, not sure if correct
assert os.path.exists(image_path), \
'Path does not exist: {}'.format(image_path)
return image_path

def _load_image_set_index(self, imagelist):
image_set_file = os.path.join(self._data_path, imagelist)
assert os.path.exists(image_set_file), \
'Path does not exist: {}'.format(image_set_file)
with open(image_set_file) as f:
image_index = [x.strip() for x in f.readlines()]
return image_index

def gt_roidb(self):
"""
Return the database of ground-truth regions of interest.

This function loads/saves from/to a cache file to speed up future calls.
"""
cache_file = os.path.join(self.cache_path, self.name + '_gt_roidb.pkl')
if os.path.exists(cache_file):
with open(cache_file, 'rb') as fid:
roidb = cPickle.load(fid)
print '{} gt roidb loaded from {}'.format(self.name, cache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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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roidb

gt_roidb = self._load_annotation()
with open(cache_file, 'wb') as fid:
cPickle.dump(gt_roidb, fid, cPickle.HIGHEST_PROTOCOL)
print 'wrote gt roidb to {}'.format(cache_file)

return gt_roidb

def selective_search_roidb(self):
"""
Return the database of selective search regions of interest.
Ground-truth ROIs are also included.

This function loads/saves from/to a cache file to speed up future calls.
"""
cache_file = os.path.join(self.cache_path,
self.name + '_selective_search_roidb.pkl')

if os.path.exists(cache_file):
with open(cache_file, 'rb') as fid:
roidb = cPickle.load(fid)
print '{} ss roidb loaded from {}'.format(self.name, cache_file)
return roidb

if self._image_set != 'INRIATest':#here the name of dataset is not sure, remain to be checked later
gt_roidb = self.gt_roidb()
ss_roidb = self._load_selective_search_roidb(gt_roidb)
roidb = datasets.imdb.merge_roidbs(gt_roidb, ss_roidb)
else:
roidb = self._load_selective_search_roidb(None)
with open(cache_file, 'wb') as fid:
cPickle.dump(roidb, fid, cPickle.HIGHEST_PROTOCOL)
print 'wrote ss roidb to {}'.format(cache_file)

return roidb

def _load_selective_search_roidb(self, gt_roidb):
filename = os.path.join(self._data_path, 'selective_search_data.mat')

assert os.path.exists(filename), \
'Selective search data not found at: {}'.format(filename)
raw_data = sio.loadmat(filename)['all_boxes'].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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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_list = []
for i in xrange(raw_data.shape[0]):
#print raw_data[i][:, (1, 0, 3, 2)] - 1
box_list.append(raw_data[i][:, (1, 0, 3, 2)] - 1)#the syntax seems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blogger,
should as belows:
#box_list.append(raw_data[i][:,:])
print len(box_list)
print len(gt_roidb)

return self.create_roidb_from_box_list(box_list, gt_roidb)

def _load_annotation(self):
"""
Load image and bounding boxes info from XML file in the PASCAL VOC
format.
"""
gt_roidb = []
annotationfile = os.path.join(self._data_path, 'annotations.txt')#the name of annotation file is not yet
determined
# print 'Loading: {}'.format(filename)

f = open(annotationfile)
split_line = f.readline().strip().split()
num = 1

while(split_line):

num_objs = int(split_line[1])
boxes = np.zeros((num_objs, 4), dtype=np.uint16)
gt_classes = np.zeros((num_objs), dtype=np.int32)
overlaps = np.zeros((num_objs, self.num_classes), dtype=np.float32)

# Load object bounding boxes into a data frame.
for i in range(num_objs):
x1 = float(split_line[2 + i * 4])
y1 = float(split_line[3 + i * 4])
x2 = float(split_line[4 + i * 4])
y2 = float(split_line[5 + i * 4])
cls = self._class_to_ind['person']
boxes[i, :] = [x1, y1, x2, y2]
gt_classes[i] = cls
overlaps[i, cls] = 1.0

overlaps = scipy.sparse.csr_matrix(overl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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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_roidb.append({'boxes' : boxes,
'gt_classes': gt_classes,
'gt_overlaps' : overlaps,
'flipped' : False})
split_line = f.readline().strip().split()

f.close()
return gt_roidb

def _write_voc_results_file(self, all_boxes):
use_salt = self.config['use_salt']
comp_id = 'comp4'
if use_salt:
comp_id += '-{}'.format(os.getpid())

# VOCdevkit/results/VOC2007/Main/comp4-44503_det_test_aeroplane.txt
path = os.path.join(self._devkit_path, 'results', 'VOC' + self._year,
'Main', comp_id + '_')
for cls_ind, cls in enumerate(self.classes):
if cls == '__background__':
continue
print 'Writing {} VOC results file'.format(cls)
filename = path + 'det_' + self._image_set + '_' + cls + '.txt'
with open(filename, 'wt') as f:
for im_ind, index in enumerate(self.image_index):
dets = all_boxes[cls_ind][im_ind]
if dets == []:
continue
# the VOCdevkit expects 1-based indices
for k in xrange(dets.shape[0]):
f.write('{:s} {:.3f} {:.1f} {:.1f} {:.1f} {:.1f}\n'.
format(index, dets[k, -1],
dets[k, 0] + 1, dets[k, 1] + 1,
dets[k, 2] + 1, dets[k, 3] + 1))
return comp_id

def _do_matlab_eval(self, comp_id, output_dir='output'):
rm_results = self.config['cleanup']

path = os.path.join(os.path.dirname(__file__),
'VOCdevkit-matlab-wrapper')
cmd = 'cd {} && '.format(path)
cmd += '{:s} -nodisplay -nodesktop '.format(datasets.MATLAB)
cmd += '-r "dbstop if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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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 += 'voc_eval(\'{:s}\',\'{:s}\',\'{:s}\',\'{:s}\',{:d}); quit;"' \
.format(self._devkit_path, comp_id,
self._image_set, output_dir, int(rm_results))
print('Running:\n{}'.format(cmd))
status = subprocess.call(cmd, shell=True)

def evaluate_detections(self, all_boxes, output_dir):
comp_id = self._write_voc_results_file(all_boxes)
self._do_matlab_eval(comp_id, output_dir)

def competition_mode(self, on):
if on:
self.config['use_salt'] = False
self.config['cleanup'] = False
else:
self.config['use_salt'] = True
self.config['cleanup'] = True

if __name__ == '__main__':
#d = datasets.pascal_voc('trainval', '2007')
d = datasets.caltech('INRIATrain','/home/zywang/INRIATrain')#the path here is not yet decided
res = d.roidb
from IPython import embed; embed()

7.1.2.2 fast-rcnn/lib/datasets/factory.py
"""Factory method for easily getting imdbs by name."""

__sets = {}

import datasets.caltech
import numpy as np

__sets = {}
imageset = 'INRIATrain'
devkit = '/home/zywang/INRIATrain/DataSet/'#this seems not sure!!
#Perhaps it should be replaced by below:
#devkit = '/home/zywang/DataSet/CaltechTrainFRCNN/'
#But still not sur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zywang/CaltechTrain/DataSet/

def get_imdb(name):
"""Get an imdb (image database) by name."""
__sets['INRIATrain'] = (lambda imageset = imageset, devkit = devkit:datasets.caltech(imageset, devkit))#not
sure if it should be 'CaltechTrain' or 'c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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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t __sets.has_key(name):
raise KeyError('Unknown dataset: {}'.format(name))
return __sets[name]()

def list_imdbs():
"""List all registered imdbs."""
return __sets.keys()

7.1.2.3 fast-rcnn/lib/datasets/__init__.py
from .imdb import imdb
#from .pascal_voc import pascal_voc
from .caltech import caltech
from . import factory

import os.path as osp
ROOT_DIR = osp.join(osp.dirname(__file__), '..', '..')

def _which(program):
import os
def is_exe(fpath):
return os.path.isfile(fpath) and os.access(fpath, os.X_OK)

fpath, fname = os.path.split(program)
if fpath:
if is_exe(program):
return program
else:
for path in os.environ["PATH"].split(os.pathsep):
path = path.strip('"')
exe_file = os.path.join(path, program)
if is_exe(exe_file):
return exe_file

return None

if _which(MATLAB) is None:
msg = ("MATLAB command '{}' not found. "
"Please add '{}' to your PATH.").format(MATLAB, MATLAB)
raise EnvironmentError(msg)

7.1.3 网络结构定义
7.1.3.1 CaffeNet 网络结构定义（test.prototx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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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CaffeNet"
input: "data"
input_shape {
dim: 1
dim: 3
dim: 227
dim: 227
}
input: "rois"
input_shape {
dim: 1 # to be changed on-the-fly to num ROIs
dim: 5 # [batch ind, x1, y1, x2, y2] zero-based indexing
}
……（篇幅限制，此处省略一些没有修改的层）
layer {
name: "cls_score"
type: "InnerProduct"
bottom: "fc7"
top: "cls_score"
param {
lr_mult: 1
decay_mult: 1
}
param {
lr_mult: 2
decay_mult: 0
}
inner_product_param {
num_output: 2
weight_filler {
type: "gaussian"
std: 0.01
}
bias_filler {
type: "constant"
value: 0
}
}
}
layer {
name: "bbox_pred"
type: "InnerProduct"
bottom: "fc7"
top: "bbox_p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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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
lr_mult: 1
decay_mult: 1
}
param {
lr_mult: 2
decay_mult: 0
}
inner_product_param {
num_output: 8
weight_filler {
type: "gaussian"
std: 0.001
}
bias_filler {
type: "constant"
value: 0
}
}
}
layer {
name: "cls_prob"
type: "Softmax"
bottom: "cls_score"
top: "cls_prob"
}

7.1.3.2 VGG_CNN_M_1024 网络结构定义（test.prototxt 文件）
name: "VGG_CNN_M_1024"
input: "data"
input_shape {
dim: 1
dim: 3
dim: 224
dim: 224
}
input: "rois"
input_shape {
dim: 1 # to be changed on-the-fly to num ROIs
dim: 5 # [batch ind, x1, y1, x2, y2] zero-based indexing
}
……（篇幅限制，此处省略一些没有修改的层）
layer {
name: "cls_score"
type: "Inner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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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fc7"
top: "cls_score"
param {
lr_mult: 1
decay_mult: 1
}
param {
lr_mult: 2
decay_mult: 0
}
inner_product_param {
num_output: 2
weight_filler {
type: "gaussian"
std: 0.01
}
bias_filler {
type: "constant"
value: 0
}
}
}
layer {
name: "bbox_pred"
type: "InnerProduct"
bottom: "fc7"
top: "bbox_pred"
param {
lr_mult: 1
decay_mult: 1
}
param {
lr_mult: 2
decay_mult: 0
}
inner_product_param {
num_output: 8
weight_filler {
type: "gaussian"
std: 0.001
}
bias_filler {
type: "constant"
valu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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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ayer {
name: "cls_prob"
type: "Softmax"
bottom: "cls_score"
top: "cls_prob"
}

7.1.4 检测质量测试脚本（test_INRIA.py）
"""
Demo script showing detections in sample images.

See README.md fo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before running.
"""

import _init_paths
from fast_rcnn.config import cfg
from fast_rcnn.test import im_detect
from utils.cython_nms import nms
from utils.timer import Timer
import tim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scipy.io as sio
import caffe, os, sys, cv2
import argparse

CLASSES = ('__background__', 'person')

NETS = {'vgg16': ('VGG16',
'vgg16_fast_rcnn_iter_40000.caffemodel'),
'vgg_cnn_m_1024': ('VGG_CNN_M_1024',
'vgg_cnn_m_1024_fast_rcnn_iter_40000.caffemodel'),
'caffenet': ('CaffeNet',
'caffenet_fast_rcnn_iter_10000.caffemodel')}

def ComputeIoU(Rect1, Rect2):
x1 = Rect1[0]
y1 = Rect1[1]
x2 = Rect1[2]
y2 = Rect1[3]
X1 = Rect2[0]
Y1 = Rect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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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Rect2[2]
Y2 = Rect2[3]

startx = min(x1, X1)
endx = max(x2, X2)
w1 = x2 - x1
w2 = X2 - X1
width = w1 + w2 - (endx - startx)

starty = min(y1, Y1)
endy = max(y2, Y2)
h1 = y2 - y1
h2 = Y2 - Y1
height = h1 + h2 - (endy - starty)

if width <= 0 or height <= 0:
#print 'IoU = ', 0
return 0
else:
Area = height*width
Area1 = w1*h1
Area2 = w2*h2
ratio = Area/(Area1 + Area2 - Area)
#print 'IoU = ', ratio
return ratio

def runTest(net, folder, classes):
IoUThresh = 0.8
ftest = open(folder + '/INRIATest_ImageListWithout80.txt','r')
imageFileName = folder + ftest.readline().strip()
num = 0
outputFile = open(folder + '/PersonDetectionResult.txt', 'w')
raw_data = sio.loadmat(folder + '/selective_search_data.mat')['all_boxes'].ravel()
annotationfile = open(folder + '/annotations2.txt','r')
#

split_line = annotationfile.readline().strip().split()

#box_list = []
#for i in xrange(raw_data.shape[0]):
#print raw_data[i][:, (1, 0, 3, 2)] - 1
#

box_list.append(raw_data[i][:, (1, 0, 3, 2)] - 1)#the syntax seems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blogger,

should as belows:
#box_list.append(raw_data[i][:,:])
#print len(box_list)
c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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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_sum = 0
ind_sum = 0
run_time = 0

while imageFileName:
#imageFileName = folder + '/' + ftest.readline().strip()
print 'now is', num
print imageFileName
split_line = annotationfile.readline().strip().split()
gt_num = int(split_line[1])
gt_boxes = np.zeros((gt_num, 4), dtype = np.uint16)
for i in range(gt_num):
x1 = float(split_line[2 + i * 4])
y1 = float(split_line[3 + i * 4])
x2 = float(split_line[4 + i * 4])
y2 = float(split_line[5 + i * 4])
gt_boxes[i, :] = [x1, y1, x2, y2]
#print obj_proposals[num-1]
#print 'now is', num
#num += 1
#time.sleep(1)
im = cv2.imread(imageFileName)
if num < 80:
obj_proposals = raw_data[num][:, (1, 0, 3, 2)] - 1
else:
obj_proposals = raw_data[num + 1][:, (1, 0, 3, 2)] - 1
timer = Timer()
timer.tic()
scores, boxes = im_detect(net, im, obj_proposals)
timer.toc()
run_time += timer.total_time
#print ('Detection took {:.3f} for {:d} object proposals').format(timer.total_time, boxes.shape[0])
CONF_THRESH = 0.8
NMS_THRESH = 0.3
for cls in classes:
cls_ind = CLASSES.index(cls)
cls_boxes = boxes[:, 4*cls_ind:4*(cls_ind + 1)]
cls_scores = scores[:, cls_ind]
dets = np.hstack((cls_boxes, cls_scores[:,np.newaxis])).astype(np.float32)
#print 'dets.size', dets.size
keep = nms(dets, NMS_THRESH)
dets = dets[keep, :]
#print 'All {} detections with p({} | box) >= {:.1f}'.format(cls, cls, CONF_THRESH)
#vis_detections(im, cls, dets, 'crop001501', thresh=CONF_TH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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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s = np.where(dets[:, -1] >= CONF_THRESH)[0]
#print inds
print 'inds.size', inds.size
ind_sum += inds.size
gt_sum += gt_num
if inds.size!=0:
outputFile.write('\n' + imageFileName + ' ' + str(int(inds.size)) + ' ')
for i in range(inds.size):
bbox = dets[inds[i], :4]
#outputFile.write(str(int(bbox[0]))+' '+ str(int(bbox[1]))+' '+ str(int(bbox[2]))+' '+ str(int(bbox[3]))+' ')
for j in range(gt_num):
Overlap = 0
if ComputeIoU(dets[inds[i], :4], gt_boxes[j, :]) >= IoUThresh:
count += 1
Overlap = 1
break
if Overlap:
continue
#else:

temp = folder + ftest.readline().strip()
if temp:
imageFileName = temp
else:
break
num += 1
if num == 287:
break
ftest.close()
outputFile.close()
print 'average running time is', float(run_time*1.0/num)
print 'ground truth sum is', gt_sum
print 'number of correct prediction is', count
print 'number of predictions is', ind_sum
print 'Average Precision is', float(count*1.0/ind_sum)
print 'Average Recall is', float(count*1.0/gt_sum)

def parse_args():
"""Parse input arguments."""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Train a Fast R-CNN network')
parser.add_argument('--gpu', dest='gpu_id', help='GPU device id to use [0]',
default=0, type=int)
parser.add_argument('--cpu', dest='cpu_mode',
help='Use CPU mode (overrides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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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tore_true')
parser.add_argument('--net', dest='demo_net', help='Network to use [vgg_cnn_m_1024]',
choices=NETS.keys(), default='caffenet')
#choices=NETS.keys(), default='vgg_cnn_m_1024')

args = parser.parse_args()

return args

if __name__ == '__main__':
args = parse_args()

prototxt = os.path.join(cfg.ROOT_DIR, 'models', NETS[args.demo_net][0],
'test.prototxt')
#caffemodel = os.path.join(cfg.ROOT_DIR, 'output', 'default', 'INRIATrain',
#

NETS[args.demo_net][1])

#caffemodel

=

'/home/zywang/fast-rcnn/output/default/INRIATrain/caffenet_fast_rcnn_INRIA_iter_40000.caffemodel'
#caffemodel = '/home/zywang/fast-rcnn/data/imagenet_models/CaffeNet.v2.caffemodel'
caffemodel = '/home/zywang/fast-rcnn/data/imagenet_models/VGG_CNN_M_1024.v2.caffemodel'
#caffemodel

=

'/home/zywang/fast-rcnn/output/default/INRIATrain/vgg_cnn_m_1024_fast_rcnn_iter_40000.caffemodel'

if not os.path.isfile(caffemodel):
raise IOError(('{:s} not found.\nDid you run ./data/scripts/'
'fetch_fast_rcnn_models.sh?').format(caffemodel))

if args.cpu_mode:
caffe.set_mode_cpu()
else:
caffe.set_mode_gpu()
caffe.set_device(args.gpu_id)
net = caffe.Net(prototxt, caffemodel, caffe.TEST)

print '\n\nLoaded network {:s}'.format(caffemodel)

print '~~~~~~~~~~~~~~~~~~~~~~~~~~~~~~~~~~~'
#print 'Demo for data/demo/test1.jpg'
print 'running Testing...'
runTest(net, '/home/zywang/INRIATest/DataSet/', ('person',))
print '~~~~~~~~~~~~~~~~~~~~~~~~~~~~~~~~~~~'
#pl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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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文献调研阶段
研究时间：2015-12-19 至

2016-01-19

工作内容：根据导师提出的毕业设计的任务要求，学生阅读文献，了解课题背景
与技术发展现状，熟悉深度学习原理和基本模型，并开始学习 Caffe 或其他常用
深度学习工具的使用，为毕业设计做充分的准备。
阶段名称：开题报告阶段
研究时间：2016-01-20 至

2016-02-20

工作内容：完成外文翻译（>3000 字）；完成文献综述（>3000 字），文献综述需
要学生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用自己理解后的语言书写；完成开题报告（>3500
字）；进行开题报告答辩。
阶段名称：方案设计阶段
研究时间：2016-02-21 至

2016-03-21

工作内容：根据预定方案，完成深度学习算法结构设计，开始进行深度学习算法
实现和程序编写，并对程序进行基本调试和测试，保证其能正常运行。
阶段名称：方案优化阶段
研究时间：2016-03-22 至

2016-04-22

工作内容：完成行人检测程序编写，并对算法的准确率和速度进行优化，完成毕
业设计中期检查。
阶段名称：实验测试阶段
研究时间：2016-04-23 至

2016-05-23

工作内容：使用不同测试集对行人检测算法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改进，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阶段名称：论文答辩阶段
研究时间：2016-05-24 至

2016-06-03

工作内容：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行人检测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监控、行人分析以及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具有
极其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应用于行人检测领域的算法取得了快速发展，深度学习
算法是现在应用较多的一种算法，在实现行人检测方面具有良好的性能。本设计
应当针对有关文献进行调研，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深度学习算法，进行程序开发
并对算法进行进一步优化，实现针对视频或图片的行人检测，并在性能和速度方
面达到较好的权衡。
起讫日期 2015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设 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语：

针对有关文献进行了调研，选择了合适的深度学习算法，进
行程序开发并对算法进行进一步优化，实现了针对视频或图片的
行人检测，达到了较高的准确度，并在性能和速度方面达到较好
的权衡。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王志远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为《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
测》，使用深度学习技术针对行人检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论文
选题面向实际 应用需求，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概述

了行人检测任务的需求和算法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手段。随后阐述了快速的基于区域的卷 积
神经网络的原理和实现方法，使用 INRIA 行人检测数据集在深度
学习框架 Caffe 上进行深度网络训练的过程。然后阐述了对于不
同网络在不 同迭代次数下的下的检测质量，同时对比了传统检
测算法和此前算法与本设计的检测质量。最后进行了实际演示。
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的 要求，在研究和动手能力方面得到了
提高。

答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答辩过程表述流畅，

回答问题正确。

文献综述
10
9.0

开题报告
10
8.0

总评成绩：
外文翻译
10
9.0

毕业答辩成绩
70
62.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总成绩
100
88.0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王志远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姓名
答辩时间

学号

3120103700

专业

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
汪凯巍

职 称

2016-06-08 09:00

副教授

所在单位

答辩地点

光学工程研究所

教三 326

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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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使用的卷积神经网络中是否用了运动信息？ 答：没有，这里是使用的静态图像。 2、
显存大小那里，我看好像是 19GB，为什么说是 3GB？ 答：这里使用的单位是 bit，所以转
换成 byte 需要除以 8，大约就是不到 3GB。 3、如果想使用这个网络识别我的杯子可以吗？
答：可以。但识别和检测还是不同的。首先需要有一个杯子的数据集，然后需要对每个杯
子进行区分，使不同的杯子属于不同的类别。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