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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深度学习在图像处理上的应用发展，其效用已经逐渐逼近实用。该文的最终

目的便是能在终端平台或嵌入式设备上完成准确高效的图像识别。其要求算法准确

率高，检测速度能达到近实时。 

该研究将作为盲人智能视觉辅助技术，为盲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具体实现便是为

盲人分辨生活中常见的小物品，为其指引所在位置，帮助盲人朋友们快速找到自己需

要的物品。 

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如下前期工作：基于机器学习概念实现了手写数字的识

别；测试并比较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的实现；选择了一种综合实现效果最佳，

适用于移动平台的算法——YOLO。对 YOLO算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基于此算法训

练了自己的网络模型。最后对该算法进行了人性化移植，将该模型算法包装到一个演

示项目中。 

关键词：深度学习，图像识别，YOLO，模型训练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in image processing, its utility has been 

gradually approaching practical. This article’s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image recognition on the terminal platform or embedded device. Which requires 

high accuracy and the detection speed need achieve real-time. 

This research is used for Visual Assist Tech, aims t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the blind. 

This issue will distinguish different objects in their life, point out objects’ position, help the 

blind look for their articles of daily use more quick and easy.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the following pre-tasks have been done: Realized 

the recognition of handwritten number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Tested and compared 

some algorithm of image recogni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Singled out the most suitable 

algorithm--------YOLO, which is suit for mobile platform and its result is most satisfied; 

After analyzing YOLO deeply, train my own model based on it. Finally, transplant the 

algorithm and packaged it into a demo project. 

Keywords: Deep Learning, Image Recognition, YOLO, Tra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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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总结报告 

1. 绪论 

1.1 背景介绍 

盲人因为没有普通人的视觉，因此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视觉来感知周围世界，

这对其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为了更好的感知世界，他们先后使用了拐杖，导

盲犬。而现在，盲人视觉辅助技术正在得到积极的发展。而其中，物体识别技术正是

其关键核心。通过对图像的处理，可以准确的告知盲人交通情况，行走路线，障碍物，

物体名称等，以帮助他们居家出行。 

物体识别，其主要便是解决物体分类和检测问题。图像中包含了哪些物品？这些

物品处在图像的什么位置？这类问题的发展在最近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以往

浅机器学习的词包模型到时下火热的深度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在准确率上获得了质

的飞越。物体分类与检测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使用机器视觉来做图像处理。运算性能的

提升，机器学习的深入研究，引来了 2012 年卷积神经网络在 ImageNet 竞赛上的重

大突破。 

然而在终端应用这类实际问题中，我们往往根据成熟可靠的算法训练出适合自

己的网络模型，使其在准确率和效率上得到一个平衡，用以解决一个实际应用问题。 

1.2 意义及目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很多理论技术已经逐渐完善，可以直接交给计算机去实

现了。物体识别就是这项技术中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与方向，物体识别涉及了图像处

理、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多个技术热点，计算机对于给定的图像和视频，判断出其

中有什么物体，物体识别是机器视觉研究的基础和重点。 

然而其在智能穿戴设备上的应用却比较鸡肋。一来传统基于特征点的识别不具

有通用性，开发较为困难，而且其识别准确率也不尽如意，不能很好的应用在实际生

http://lib.csdn.net/base/mach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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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复杂场景中。二来新兴的机器学习方法对图像进行分类则会耗费大量计算资源，

难以集成在智能穿戴设备中。图像分类识别在当下还主要处在研究挑战阶段，鲜有开

发实用的系统， 

然而，随着硬件的增强，深度学习的火热，更快更强的图像识别网络不断涌现，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将成为今后的趋势。本课题的目的，也正是在于寻找合适的

神经网络，训练出自己的用于识别的模型，以适用于终端设备。 

 

1.3 章节安排 

文章剩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章中，我们将介绍图像识别的基本方法路线，

并尝试不同的实现方式，从中找出最合适的解决路线；第三章我们将围绕所选择的网

络模型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对该网络的全面分析，利用该网络生成自己模型的

详细过程以及基于此开发的演示应用；第四章则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

以及基于此可深入完善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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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路线选择 

2.1 图像识别任务 

2.1.1 目标检测与图像分类 

物体分类要回答的问题是这张图片中是否包含某类物体(比如牛)；物体检测要回

答的问题则是物体出现在图中的什么地方，即需要给出物体的外接矩形框，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我们可以看出，图像检测任务较之分类多了一个位置检测的操作。这意味着，除

了物体本身的特征表达之外，图片内的结构信息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的图像分类算法已经趋于成熟，在算法设计上，检测网络往往利用分类网络进

行组合拓展，以达到较高的检测效果。而其得到位置信息的方法，则是检测网络所特

有的。 

随着硬件配置的发展和分类算法的进步，很多算法在相关数据库上的性能已经接

近饱和，效果也能做到和人相媲美的程度。人们对检测任务的关注正在逐渐超过分类

任务。基于已有的分类网络结构提取物体特征，再拓展以独特的网络层获取物体位置

坐标。检测网络中往往也包括了一个成熟有效的分类网络结构。也正因为此，我们不

仅需要了解当下流行的图像分类网络，还得对目标检测方法有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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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基于机器学习的手写数字识别1 

要想了解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算法的原理，最直接的方式便是自己手动实现

一个简单的浅层机器学习的手写网络识别算法。该节会以一个简单的机器学习实例

介绍机器学习中的相关概念及我们训练及测试时需要关注的点。 

在手写识别中，我们要通过 20*20 的图像来辨别其是什么数字。即输入一个 400

维的向量，输出一个 10维的结果。机器学习便是搭建中间的一个映射矩阵。 

网络结构的设计，是最需要灵

感和天赋的。现在各种信息的算法

都是在已有成熟的结构上略作修

改，再在训练上加入一些技巧或从

策略上用以新的组合以略微提高

效果。最简单的机器学习只需要一

层网络，如图 2-2 所示。 

在学习网络中，需要在每层节

点处有激活函数，激活函数在网络

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非线性因素，

同时将其数值约束一定的范围内

（这里便是约束在 0 和 1 之间）。 

所以，这里，我们就将手写数字识别问题转化为了求解中间这个 401x10(多出的

一维乃偏置)的转换矩阵问题（这也就是网络模型参数）了。接下来，我们便要通过

训练数据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得到该网络模型参数。 

                                  
1 该部分可参考斯坦福大学 Andrew Ng 教授主讲的《机器学习》网络公开课程。是该课程的一个编程实践作

业。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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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该网络模型参数，我们需

要一个数学评价指标，这就是代价函

数 。 这 里 我 们 使 用 Logistic 

Regression代价函数。基于该代价函

数，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的训练数据一

步一步调整 401x10 矩阵中的网络参

数，使其接近最优解。这里的调整策

略我们使用的是梯度下降法。训练过

程在数学形式上如图 2-3 所示。 

然而在进行机器学习训练时，我们并不知道其最合适的模型。往往训练过程中

为了尽可能的拟合训练集中的数据，达到了很高的正确率，却不具有了普适性，如图 

2-4 中蓝线所示。所以我们得对代价函数进行修正，以防止其过拟合。 

即使是如此简陋的学习方式，

最终效果也能达到 94.82%的准确

率。相较于其他手工提取特征进行

识别的方式有着极大的优势。 

 

 

 

 

下面图 2-5 是除去偏置维画出来的各个数字的学习参数。因为没有前置的特

征提取层，因此亮度越高的地方，代表该点的像素对该数字相似性的贡献值。 

图 2-3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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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1.3 开源学习框架的安装使用 

机器学习算法的核心在于网络结构的验证，而随着深度学习的兴起，我们的图像

识别任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浅层网络能够胜任的了。我们需要有一套学习框架帮我

们实现基础算法，这样，我们就能专心于网络结构的调整。 

下面是时下较为流行的网络框架。 

库名称 开发语言 速度 灵活

性 

文档 适合模型 平台 上手难

易 

Caffe c++/cuda 快 一般 全面 CNN 所有系统 中等 

TensorFlow c++/cuda/Python 中等 好 中等 CNN/RNN Linux, 

OSX2 

难 

                                  
2 Google 16 年年末新推出 Windows 下基于 python 的 tens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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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Net c++/cuda 快 好 全面 CNN 所有系统 中等 

Torch c/lua/cuda3 快 好 全面 CNN/RNN Linux, 

OSX 

中等 

Theano python/c++/cuda 中等 好 中等 CNN/RNN Linux, 

OSX 

易 

其中，Caffe和 Tensorflow作为使用最广泛，声誉最好的的两个框架，我也进行

了安装部署，尝试通过开源学习框架的使用更加深入的了解深度学习任务。 

Tensorflow安装详见官网：https://www.tensorflow.org/install/ 

因为 tensorflow的 windows 版本是 16年年末才推出的，已更新到 1.0版本，与

此前的 0.n版本接口有些不兼容，所以以前基于 0.n版本的 python 代码无法直接移

植到 windows上，更新操作也可依据官网指导完成。 

Windows 下的 Caffe 安装因为需要自己编译项目，遇到了较多麻烦，特附上安装

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见附件) 

Tensorflow 和 Caffe 的使用有很大的区别。Tensorflow 作为 python（也可以基

于 C++/Java/Go）语言的一个库而存在，使用时调用各种接口函数，深度学习的网络

构架直接以代码的形式呈现。也因此，Tensorflow 更灵活，可以呈现更多训练过程

中的数据，便于训练分析新的网络。Caffe则生成 exe可执行文件，网络结构以配置

的形式更清晰明了的写在 prototxt 文件中，对网络结构的调整也只需在 prototxt

文件中做简单的修改，不涉及代码的改动。训练、验证或测试时只需附上相应的参数

即可。另一方面，其基于 matlab 和 python的接口函数十分有限。可以看出，Caffe

框架包装得比 tensorflow更严密，Caffe更容易使用，tensorflow 功能更强大。 

 

                                  
3 Torch 今年（17 年）已推出 python 版本。 

https://www.tensorflow.org/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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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检测方法 

深度学习相关的目标检测方法依照其发展的脉络，依次出现了基于区域提名及端

到端思路的检测方式。其代表算法如下: 

 基于区域提名的,如 R-CNN、SPP-net、Fast R-CNN、Faster R-CNN、R-FCN; 

 基于端到端(End-to-End),直接输出位置信息的,如 YOLO、SSD。目前来说，基于

区域提名的算法仍然是主流，识别效果较之也更好。不过端到端的方法速度上有着优

势明显，最近几年发展迅猛。为了速度与效果的兼容，最近几年端到端的方法应该会

得到大力的发展。而今后计算性能有了更好的表现后，端到端应该会更专注于性能的

提升。 

2.2.1 基于区域提名的目标检测方法 

目标检测的第一步便是找出可能的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输

出一系列候选窗口给后面的分类网络用于识别。 

区域提名可能的方法有： 

一、滑动窗口。滑动窗口其本质就是暴力穷举，把所有可能的大大小小的块都送

去识别，识别概率大的就留下来。很明显，这样的方法产生了很多的冗余候选区域，

计算量太大，虽然有着最高的精度，却难以在现实中实现。 

二、规则块。在速度和精度上取了折中，只选用固定的大小和长宽比进行滑窗操

作。这在一些大多数的场景下，准确率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速度效率却能有极大的

提升的， 

三、选择性搜索。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说，前面的方法召回是不错了，但因为其

滑窗的高精度，在目标中心会产生大量冗余的窗口。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选取最

合适的一个框。选择性搜索法自底向上合并相邻或剔除的重叠区域，从而减少冗余。 

为此，特地搜寻区域提名的好的方法，发现了 CVPR14上的 best paper:《BING: 

Binarized Normed Gradients for Objectness Estimation at 300fps》[2]，并尝

试使用该方法作为第一物体检测的第一步。（后面附件会有 BING 源码的解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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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总结一下当时注意到它的优势以及后面放弃它的原因： 

优势： 

1、 比 PAMI2012， PAMI 2013， IJCV 2013  的方法快了 1000倍，测试

速度达 300个图像每秒！ 

2、 在整个 PASCAL VOC 2007 数据集上，Training不需要几周，不需要几

天，仅需 20秒钟！ 

3、 只用了最最简单的 feature （梯度绝对值），最简单的学习方法 

（Linear SVM）。非常容易进行扩展和改进。 

其相对于其他区域提名的方法，优势是巨大的。于是设想先利用 BING 一般物体

检测的方式给出候选窗口，然后利用别人训练好的 CIFAR 等网络参数进行识别。即

自己组装一个基于区域提名的识别网络。 

接下来，就不得不说放弃它的原因了： 

1、发现 BING检测出来竟然有上千个候选窗口。要是每个都拿来识别，依旧是一

个相当费时费力的操作。尽管可以通过扩展改进 BING算法降低候选窗口数量，但依

旧难以引起质变。 

2、又尝试在他使用 libLinear 的地方换成图像分类的神经网络算法，直接完成

识别。但 linear svm分类器中用于输入的训练数据仅是 64维的 NG特征，从理论上

必定会使图像分类的类间差很小，便难以撑起神经网络。 

3、该领域的发展是迅猛的，基于区域提名的 cnn(卷积神经网络）发展突飞猛进。

后面发现前人们早已经更进一步做出了整合改善。 

该领域此后的脉络是：RCNN -> SPPNET -> Fast-RCNN -> Faster-RCNN-> R-FCN。 

RCNN[3]正是我前面想法的具体实现，可以看作是 Region Proposal + CNN这一

框架的开山之作，检测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主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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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提名：通过 Selective Search 从原始图片提取 2000 个左右区域候选框； 

2. 区域大小归一化：把所有侯选框缩放成固定大小（原文采用 227×227）； 

3. 特征提取：通过 CNN网络，提取特征； 

4. 分类与回归：在特征层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全连接层，再用 SVM分类来做识别，

用线性回归来微调边框位置与大小，其中每个类别单独训练一个边框回归器。 

RCNN对于每一片兴趣区域，都输入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运算，即使这些兴趣区

域之间是有重叠的部分。这是当初最粗糙的实现方式。之后的 SPP-net[4]和 fast 

RCNN[5]便尝试减少重复计算量，其先用卷积神经网络抽取了整张图的特征，然后利

用池化操作抽取对应的兴趣区域的特征，这样便能使提取到的特征被不同兴趣区域

共享。因此，以前需要运行 2000 次卷积神经网络计算，现在一次提取多次使用，

极大的降低了运算量。 

fast-rcnn提出来之后，物体检测的性能瓶颈转移到了候选窗口的甄别上。

Faster RCNN[6]将卷积神经网络得到的特征输入到一个两层网络（RPN）中，网络的

输出就是候选窗口。这样一来，候选窗口的甄选就只有一个两层网络。实验证明这

样不仅速度变快，而且窗口质量的质量也更高了。 

前面的目标检测方法都可以细分为两个子网络： 

1、共享的全卷积网络； 

2、不共享计算的兴趣区域的相关子网络（比如全连接网络）。 

R-FCN[7]则将所有的计算都融合到了一个网络中：为了让所有计算都可以共

享，将最后的全连接层也换成了一个位置敏感的卷积网络。简单的说就是把分类过

程也融合到了网络的前向计算的过程中。由于该过程对于不同的兴趣区域也是共享

的，因此比分别跑分类器要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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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络模型都有基于 Caffe 的开源项目。可以通过下载它们的.prototxt 网

络模型结构文件和.model 网络模型参数文件进行测试。有些直接在源码里进行的拓

展。 

 

2.2.2 端到端的目标检测算法 

该思路的代表为 YOLO(You Only Look Once)和 SSD(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这两种网络中前面的网络层都采用成熟的卷积神经网络层以提取物体种

类相关的细节特征，后面的网络则用于检测多尺度特征映射以获得不同位置处的置

信度。 

YOLO的网络模型如图 2-6 所示，将 448×448 大小的图切成 S×S的网格（这

里网格的多少决定了检测的精度和速度），目标中心点所在的格子负责该目标的相

关检测，每个网格预测 B 个边框及其置信度，以及 C 种类别的概率。在其团队公开

的网络配置文件中，将输入图像划分为 7*7网格（S=7），每个网格预测 2个 bounding 

box (B=2)，有 20 类待检测的目标（C=20），则相当于最终预测一个长度为

S*S*(B*5+C)=7*7*30 的向量，从而完成检测+识别任务[8]，其 output 存储形式如图 

2-7 所示。 

YOLO 极大地简化了整个目标检测流程，速度也达到了极大的提升，不过其对

对小物体的检出率偏低，其位置精度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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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图 2-7 

 

SSD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YOLO 小物体检测的劣势，其框架如图 2-8 所示。

(a)表示带有两个 Ground Truth 边框的输入图片，(b)和(c)分别表示用于检测的

8×8网格和 4×4网格，显然细分成更多的网格则适用于小目标，比如图片中的猫，

细分出更少的网格更适用于大目标，比如图片中的狗。在每个格子上有一系列固定

大小的 Box（有点类似前面提到的 Anchor Box），用以框定目标物体的位置，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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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时候 Ground Truth 会赋予给某个固定的 Box，比如 (b)中的蓝框和(c)中的红

框[9]。 

 

图 2-8 

使用与尝试： 

SSD虽然也是基于 Caffe 开源学习框架的，但其开发者的使用方式并不是直

接给出了用于训练测试的.prototxt 网络框架配置文件和.caffemodel 网络框架参

数文件，而是以 caffe源码为核心，加入了外围代码，且所有源码基于 linux系

统，此前安装的 Caffe并不能直接被其所用。其源码移植到 windows 下作为 vs项

目编译，其参见：（http://m.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id=53331581）。

然而因为博主提到训练时显存需达到 8G,限于自己 2G的显存，也便没有继续深入

尝试该模型。 

YOLO是基于作者自己写的小型学习框架 Darknet，直接编译运行。经过作者改良

优化后的 yolo v2 版本性能和速度上又得到了提升[10]。训练时显存占用量仅 2G,测

试时可达近实时。具体使用详情参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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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方法对比及选择 

 

图 2-9 

基于端到端的检测思路天然比区域提名位置精度更低，但效率更高。区域提名

思路往往需要提取上千个候选窗口，端到端略去提取窗口步骤，YOLO固定使用 98个

候选窗口，SSD虽然同时使用了多尺寸策略，但用于检测的窗口依旧是有限的，在窗

口提取的精度上也只能做到改善。  

在该课题项目中，我们并不需要太高的位置精度，而更在意实时性和物体的准确

性，而这方面，基于端到端的实现方式远远优于区域提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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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YOLO 网络的研究设计 

 3.1 YOLO 框架使用探析 

基本的安装及训练步骤请先参阅 github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AlexeyAB/darknet)。 

3.1.1 cfg 配置文件的理解 

图像入口处理及训练策略设置： 

batch=64                           每 batch个样本更新一次参数。 

subdivisions=8                   如 果 内 存 不 够 大 ， 将 batch 分 割 为

subdivisions 个子 batch，每个子 batch 的大小 batch/subdivisions。在 darknet

代码中，会将 batch/subdivisions 命名为 batch。 

height=416                         Input图像的高 

width=416                          Input 图像的宽 

channels=3                         Input 图像的通道数 

momentum=0.9                       动量 

decay=0.0005                       权重衰减正则项，防止过拟合 

angle=0                            通过旋转角度来生成更多训练样本 

saturation = 1.5                   通过调整饱和度来生成更多训练样本 

exposure = 1.5                     通过调整曝光量来生成更多训练样本 

hue=.1                             通过调整色调来生成更多训练样本 

learning_rate=0.0001               初始学习率 

https://github.com/AlexeyAB/d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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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batches = 45000                训练达到 max_batches 后停止学习 

policy=steps                  调整学习率的 policy，有如下 policy： 

       CONSTANT, STEP, EXP, POLY, STEPS, SIG, RANDOM 

steps=100,25000,35000              根据 batch_num调整学习率 

scales=10,.1,.1                    学习率变化的比例，累计相乘 

 

网络学习层参数理解： 

[convolutional]      卷积层 

batch_normalize=1                  是否做 BN 

filters=32                         输出多少个特征图 

size=3                             卷积核的尺寸 

stride=1                           做卷积运算的步长 

pad=1                              如果 pad为 0,padding 由 padding参数指 

定。如果 pad为 1，padding 大小为 size/2 

activation=leaky                   激活函数。其他激活函数又 logistic， 

loggy，relu，elu，relie，plse，hardtan，lhtan，

linear，ramp，leaky，tanh，stair 

[maxpool]        池化层 

size=2                             池化层尺寸 

stride=2                           池化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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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类最主要的网络层，此外还有 route 及 reorg 层，分别用于从前端网络层引

入结构特征和匹配前端的结构特征。 

 

全连接成输出参数设置； 

[region] 

anchors = 1.08,1.19,  3.42,4.41,  6.63,11.38,  9.42,5.11,  16.62,10.52          

预选框，可以手工挑选，也可以通过 k means 从训练样本中学出 

bias_match=1 

classes=20                         网络需要识别的物体种类数 

coords=4                           每个 box的 4个坐标 tx,ty,tw,th 

num=5                              每个 grid cell预测几个 box 

softmax=1                          使用 softmax做激活函数 

jitter=.2                          通过抖动增加噪声来抑制过拟合 

rescore=1                         暂理解为一个开关，非 0时通过重打分来调 

整 l.delta（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 

object_scale=5                  暂理解为计算损失时预测框中有物体时的权重 

noobject_scale=1                暂理解为计算损失时预测框中无物体时的权重 

class_scale=1                      暂理解为计算类别损失时的权重                       

coord_scale=1                      暂理解为计算损失时坐标偏差的权重 

absolute=1 

thresh = .6 

random=0                           是否随机确定最后一个预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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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训练中指标参数的理解 

基于 YOLO 框架的训练过程和基于 Caffe 的过程十分相似，直接带参数运行

exe 文件即可，训练过程会打印出特定的训练指标参数，我们可以根据这有限的指标

参数来调整 cfg配置文件中的训练参数，以获得更好的模型（无法通过该方法对 cfg

配置文件中的网络学习层参数进行修改，因为 exe 文件训练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中间

数据） 

每个 subvision之后出现的训练指标如下： 

Region Avg IOU: 0.620788, Class: 0.760002, Obj: 0.055852, No Obj: 0.005030, 

Avg Recall: 0.800000,  count: 5 

Region Avg IOU: 平均交并比，图片上定位出物体的 bounding box与标注的物体 ground truth的重叠面积

比上并集的面积为交并比（IOU），由于一张图片上会定位出多个 bounding box，所以以平均值作为评价标准。 

Class: 平均条件类概率 Pr(Class_i|Object)的正确率 

Obj:   平均置信度评分(Pr(Object)*IOU(pred|truth)),[ 综合反映基于当前模型 bounding box内存

在目标的可能性 Pr(Object)和 bounding box预测目标位置的准确性 IOU(pred|truth)] 

No Obj: 表示在背景上预测得到的平均置信度，及误检指标。 

Avg Recall: 平均召回率。交并比大于 50%则视为召回。 

每个 batches之后出现的训练指标： 

1201: 0.664026, 0.664026 avg, 0.000010 rate, 14.606000 seconds, 76864 

images 

出现的指标含义依次为： 

批次，当前损失函数的值，滤波后的损失函数的值，当前的学习率，该批次训练耗时，当前已训

练图片量。 

在能获取的这些指标信息中，我们主要依据 Region Avg IOU 及 avg loss来评估当

前的训练状态。前者越大、后者越小说明检测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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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 YOLO 结构的模型训练 

3.2.1 网络结构的选择 

在 yolo官网上，给出了以下模型图 3-1 的比较。其中，Old YOLO是发表于

CVPR2016 的 v1版本，YOLOv2，tiny YOLO是预发表于 arXiv的 v2改进版。SSD同为

端到端思路检测的算法在这里仅用以做性能上的比较。 

 

图 3-1 

在这里，笔者对 YOLOv2和 Tiny YOLO也做了测试对比。 

这里给出基于 64 位 windows10，显卡配置为 GTX940M（2G 显存）的表现。以

图 3-2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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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两个模型都能准确的框出图中的三个物体。不过 tiny YOLO将 dog识别为 cow。

此外，在其他图中也出现了将 horse 识别为 cow。 

YOLO v2 的检测效果： 

只显示置信度大于 20%的检测结果如图 3-3 所示 

 

图 3-3 

显示所有的检测结果如图 3-4、图 3-5 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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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Tiny YOLO 的检测效果： 

只显示置信度大于 20%的检测结果如图 3-6 所示。 

 

图 3-6 

显示所有的检测结果如图 3-7、图 3-8 所示。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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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此外，笔者也用多张照片做了对比测试，最后从检测效果来看，YOLOv2 相较

于 Tiny YOLO还是有明显可察觉的差距，而从速度上来看，YOLOv2耗时大概是 Tiny 

YOLO 的 1.5 倍，在普通移动平台上可达到 3 到 4 帧每秒，已达到近实时效果。最终

选择以 YOLOv2版作为基础模型。 

tiny yolo相较于 yolov2 的区别主要在于前面的分类网络层做了阉割，而后

面辅助检测定位的参数，在彼此的 cfg文件里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在测试时会发现，

有时识别出错了但彼此的定位却还都是一样的。 

官网除了用于提供网络配置文件和用于测试的模型文件，还提供了预训练模

型文件。相较于自己从头开始训练，这极大的加快了训练进程。并且，由于其用于预

训练的数据集是 ImageNet超大型标注数据集，其分类层提取的特征也更加精细且具

有鲁棒。 

可用的预训练模型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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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预训练模型都是基于图像分类网络预训练的，即预训

练模型中只包含中间卷积网络学习层的参数。不能直接用于 yolo 训练上。 

不过通过比较 extraction/Darknet19/Darknet19 448x448 与 yolov2 模型的

cfg 文件，发现其用于分类的网络层完全一样。我们可以将其对应的预训练模型参数

提取出来用于yolov2的训练。其yolo源码中支持该功能。使用示例：darknet partial 

cfg/darknet19_488.cfg darknet488.weights darknet19_488.conv.23 23； 

其中 cfg文件和 weights文件可以替换成 Extraction和 darknet19模型所对

应的文件名。Darkne19_488.conv.23 为生成的模型文件名，用以存储识别网络中用

以分类的卷积网络层参数，最后的 23 代表提取的层数。这三个模型都为 24 个级联

的卷积（conv）层和 2个全连接（fc）层,前 23层用于分类。 

提取出来的预训练模型也可用于 tiny-yolo 的训练。因为 tiny-yolo 是 yolo 

v2 的简化版，在读入预训练模型参数文件时，会根据 tiny-yolo 的 cfg 文件按需提

取结构参数。参考图 3-10 中代码。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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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数据集的收集处理 

图像数据收集： 

数据主要从 ImageNet数据集上获取，此外，也从各大搜索引擎上抓取了一定

量的图片，以保证每类图片的有效数量都能达到 500左右 

在 data 文件夹下新建 images 文件夹，将收集的图片按种类置于其中；新建

annotation 文件夹，将收集的标注文件按种类置于其中。新建 labels 文件夹用于存

放适用于 yolo标注格式的标注文件。 

注意：用于训练的图像文件一定要置于 images 或 JPEGImages 目录下，图像文件后

缀一定为 jpg或 JPEG；标注文件一定要处于图像文件夹同级的 labels文件夹下，才

能被正确定位到。标注文件和图像文件仅后缀名不同，一一对应。参考图 3-11 中

代码。 

 

图 3-11 

图像数据清洗： 

1、 提供了脚本文件 generate_list.py文件,用于在 annotation文件下各类别文

件夹中生成包含当前目录所有标注文件的 data.list文件。 

2、 提供了 generate_label.py 文件，以特定标注格式生成标注文件及包含所有

图像文件绝对目录的 Allimage_data.txt文件。 

3、 根据 github开源项目（https://github.com/AlexeyAB/Yolo_mark）完成对

未标注图片的手动标注。具体过程详见链接。 

4、 提供 show_box.py文件，用以检验是否标注出错，并可根据原始图片和标注

信息生成包含标注框的图片。 

https://github.com/AlexeyAB/Yolo_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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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训练及验证 

如何训练： 

1、新建 my-yolo.cfg,内容在 yolo-voc2.0.cfg基础上做如下修改（这里以 6类物体

为例）： 

将网络学习层最后一层输出层的 filters=125换成 5*（classes+5）即 55 

将最后的框选层（region）中 classes 改为 6. 

2、 新建 obj.names，记录 6 类物体的名称 

3、 将 Allimage_data.txt. 中 的 图 片 路 径 分 为 train_data.txt 和

valid_data.txt,即部分图片用于训练，部分图片用于验证。 

4、 新建 myobj.data,包含内容如下： 

classes= 6 

train  = data/train_data.txt 

valid  = data/valid_data.txt 

names = data/obj.names 

backup = backup 

5、 然后在命令行格式下转到当前目录，运行如下指令：darknet.exe detector 

train data/myobj.data cfg/my-yolo.cfg darknet19_448.conv.23 

然而限于笔者硬件平台的原因，该方法极不稳定，总会出现显存溢出的错误。为了更

有效的进行训练，特进行了如下改进训练。 

1、 将 cfg文件中 batches的值降低，subdivisiones的值增加，保持后者能被前

者整除即可。这样可以单次载入显存的图片减少，减少显存溢出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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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写了用于断点自动重训练的 auto_train.py文件，通过 auto_train.cmd批

处理文件指令可将训练过程中的数据记录了下来，用于后面分析验证。 

3、 此外，因为是基于预训练模型微调，所以 cfg文件中的 policy 参数需要设为

steps,但因为我们的数据集规模小于官方训练的数据集，所以代价函数的下

降趋势应该会快于官方 cfg文件设定的步长。在这里，我参考 Alex Krizhevsky

文章[11]中他们的处理方式，当代价函数下降了一个数量级时，将学习率缩小

10倍。 

最后可以通过指令：darknet.exe detector recall data/obj.data my-yolo.cfg 

backup\my-yolo.weights来检验训练出的模型在验证集上的表现情况。 

3.2.4 相关数据分析 

使用 auto_train.cmd 完成自动断点重训练并将中间输出全部记录到 log.txt 文

件中；这里提供了 normal.py 文件用于剔除 log.txt 中其他的无关输入生成 log-

normal.txt；提供 show_repetition.py 文件找出断点重训练附近重复的训练批次，

依此手动剔除 log-normal.txt 中重复的数据；提供 visualize.py 文件用于将数据

平滑化并绘成图表，这里提供了 IOU、Recall、loss指标的变化趋势。 

训练的过程中，尝试了不同的数据集。这里依此分析各自的问题如下； 

基于不完整的 VOC 数据集（仅适用 VOC2007）重现官方训练模型，效果如下： 

 

可以看出，其代价函数（avg_loss 曲线）的下降是十分稳定的，交并比和召

回率的变化趋势是上升的。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交并比和召回率是机器学习

最终的评价指标，即图片在该模型上的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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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即使是同样经过滤波处理，交并比和召回率的变化波动也是较大

的。因为这是基于小数量图片的表现，有较大的偶然性。 

该模型只训练了几百次，然而官方的建议是训练45000次，其官方要求在25000

次之后方才降低学习率，这里仅以官方例程观察正常训练的情况。 

从 ImageNet 上获取的 4 类物体进行训练，效果如下： 

 

对比基于 VOC2007的 20类物体的训练， loss下降得更好，IOU 和 Recall的趋近值

更高。这是一个普适的现象。当数据集越大，种类越大，则为了训练出来的网络模型

泛化效果越好，其相应的对更多种类的检测效果会有所下降。 

在 1150个 batches之后，将学习率从 0.001降到 0.0004，继续观察其学习记录： 

 

发现代价函数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其实是因为纵坐标单位被拉大了，但可以发现明显

的下降趋势，一直等到其整体趋势不再继续下降时，可以进一步减小学习率。另一方

面，IOU也出现了细微的增长趋势。到了这个趋势，Recall的曲线已基本没有什么意

义了，因为其仅反映了 IOU大于 50%的召回率，比较粗糙，在高 avg IOU下，已无限

接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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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magenet 及自己补充的 6 类数据集: 

第一次训练时，出现了如下的意外情况： 

 

图 3-12 

代价函数莫名地出现好几次特别高的尖峰，并且观察其后的 IOU和 Recall曲

线，其波动也十分诡异，没有了稳定提高的趋势。 

后来怀疑是图片标注的问题，写了 show_box.py 仔细检查每张图片的标注情

况，事后才发现中间有若干张图片没有进行标注，引入了空白的输入，这才引起 loss

曲线的极大变化。进而引起网络模型的极大调整，应该已经震荡出了微调领域，使得

后面怎么训练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训练的过程中，还出现过参数值变成了 Nan，如图 3-13（后面的直线部分

数据是自己填充的）。当时的解决方式是最近保存的训练模型继续重新训练。猜测可

能是在代价函数值已经较低时，容易因为意外扰动而陷入局部最优解中。 

 

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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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数据集的再次检验之后，从新开始训练，效果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loss 曲线的变化虽然恢复了正常，但还是有轻微的锯齿。后检查原

始 log文件，有轻微锯齿处皆是出现了断点重训练的地方，该处未能平滑掉。 

在第二阶段训练学习率的调整上，学习率调整幅度更大，此前基于 ImageNet 时由

0.001 变为 0.004，这里变成了 0.0001。发现这次 loss 曲线降低的趋势更缓慢更平

滑，效果如下。 

在第三阶段，再将学习率缩小 10 倍，loss曲线变化如下。其已经没有明显的下降趋

势了，反而是处于周期性震荡状态，模型已逐渐趋于稳定，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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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这六类物体的检测效果进行了性能验证： 

训练 1200batches之后的性能（1200: 0.380182, 0.399623 avg, 0.001000 rate, 

6.198000 seconds, 76800 images） 

Table 1：1200batches 后的网络性能 

物体类别 图片数量 候选窗口数量 平均交并比 召回率 

Ashbin 114 80 77% 98% 

Chair 200 79 52% 57% 

Cup 97 49 64% 85% 

Knife 128 43 52% 58% 

Toothbrush 117 51 49% 48% 

Toothpaste 80 48 64% 94% 

All 736 62 62% 76% 

 

训练 4600batches之后的性能（4600: 0.393399, 0.454346 avg, 0.000001 rate, 

6.202000 seconds, 294400 images） 

Table 2：4600batches后的网络性能 

物体类别 图片数量 候选窗口数量 平均交并比 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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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bin 114 64 67% 89% 

Chair 200 79 56% 69% 

Cup 97 37 68% 95% 

Knife 128 43 55% 66% 

Toothbrush 117 49 48% 48% 

Toothpaste 80 35 63% 86% 

All 736 55 59% 74% 

 

发现第二阶段的训练中，因为代价函数的震荡，经过更久训练的模型的总体性能

反而略微有些下降。不过其候选窗口更少了，且低召回率的类别得到了提升。后面也

检验了经过 10200batches 训练的模型，发现 YOLO 在基于笔者的数据上，性能已没

能得到提高了。 

使用官方 yolo-voc.cfg和 yolo-voc.weights 对 VOC2007数据集进行验证以做对比 

RPs/Img:64.84 IOU:74.25%  Recall 89.71% 

 

(这里的候选窗口数量为置信度大于 0.1%的检测框数量；平均交并比中交并比是候选

窗口中与标准窗口最大交并比数值；平均召回率中最大交并比数值大于 50%则视为召

回) 

观察六类物体的识别效果，我们发现同一个算法对不同类型的物体识别效率是有

很大差距的。对 Ashbin、Cup、Toothpaste 识别效果较好，对 Chair/knife/toothbrush

识别效果较差。 

笔者猜测其原因主要是基于类别层次上带来的问题。椅子的类内差太大，

chair 类里，凡是能坐的都标注为椅子，不同实例间差异太大；并且，chai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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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thbrush 类的图片里，有相当多的图片存在极大的背景干扰。另一方面，knife类

这因为大多物体太小，且细节特征不足，这正是 YOLO做检测的短板。 

 

3.3 基于 YOLO 的演示应用开发 

3.3.1 基于 yolo 源码的 dll 动态链接库及 lib 静态连接库的生成 

YOLO项目的源码是基于 Darknet 框架，该框架基于 c和 cuda进行编程。最开

始打算将其源码完整包含到我的演示项目中，并完成标注、训练、识别等一系列功能。

但要将其直接包含到 C++项目工程中，所需做的更改将是非常之多的。踩坑无数后退

而求其次，选择了生成库文件用于调用的方法。 

这里，我们参考 YOLO-windows 项目中的 yolo_cpp_dll 项目，做一些微小的

改动。原来的 dll项目中，将 API 包装到 Detector类中，在实例化一个 Detector对

象时，就必须带模型参数生成固定的模型。这样的实现方式比较原始，无法在程序运

行中间更改载入的模型。这里，将其构造函数去掉，新增 Load_Net(std::string 

cfg_filename, std::string weight_filename, int gpu_id = 0)函数，及Free_Net()

函数。这样可以先声明该对象，后载入网络模型。 

3.3.2 基于 QT 框架的界面设计 

编程环境：windows10+VS15+QT5.8 

基于 QT Designer设计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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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T界面开发的模式是基于事件响应机制。将每个事件（Signal）与方法

（Slot）关联起来。每捕获一个时间便会调用相应的函数。该程序主要处理了文件打

开选取，按钮相应及计时器刷新功能。 

限于时间原因及代码兼容性的问题，核心功能只完成了演示。标注和训练功能

未能集成到该 QT项目中。 

3.3.3 最终功能及演示效果介绍 

 

演示效果： 

使用前需选择网络配置文件（.cfg），模型参数文件(.weights)及图像类别文件

（.names）。这里笔者提供了自己 fine tuning 后的相关文件。然后选择用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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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点击 Begin按钮即可。第一次检测时会有载入模型操作，会有有 5s左右的

延时，此后每次检测基本都达到实时要求，每次耗时在 0.3s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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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 CV 领域，单反能和分类扯上关系的，深陷深度学习只是早晚的事，利用神

经网络来做物体识别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趋势。该领域的不断飞速发展，也必将使其在

基于终端平台或嵌入式设备真正达到实用。本课题从机器学习方法着手，围绕物体识

别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做出了如下工作和成果： 

（1） 基于机器学习干练实现了手写数字的识别。其 95%的检验结果已远超传

统的手工提取特征的方法，验证了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优越性，也为后

面深度学习算法奠定基础。 

（2） 熟悉了解了相关机器学习框架，并安装使用了时下流行的 Caffe 及

tensorflow 框架。并针对安装使用过程写了相关教程。（见附件） 

（3） 对 14 年及以后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详尽阐述，并通

过实践测试分析了各自的优劣和选择的依据。 

（4） 基于 YOLO 算法，根据自己课题的需求，重新 fine tuning 了多个小物体

识别的模型。并分析对比了其相关指标参数。 

（5） 为自己的小物体识别模型包装了一个外围演示软件。可以直观的展示小

物体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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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手写识别展示 

2、 windows 平台下配置 Caffe.docx 

3、 BING 代码解读.docx 

4、 YOLO_Application 

5、 New_Train 

6、 训练结果数据 



 

 

 

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课题简介 盲人因为没有普通人的视觉，因此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视觉来

感知周围世界，这对其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该课题的目的便是为盲人分辨

生活中常见的小物品。为其指引所在位置，帮助盲人朋友们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物

品。  

二、具体研究内容 为了帮助盲人寻找生活小物品，其主要便是解决图像识别和

检测问题。图像中包含了哪些物品？这些物品处在图像的什么位置？这类问题的发

展在最近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浅机器学习的词包模型到深度机器学习的神经

网络，在准确率上分别获得了质的飞越。然而在“盲人眼镜”这类实际问题中，需

要裁剪融合出适合自己的算法，使其在准确率和效率上得到一个平衡，用以解决一

个实际应用问题。 最后实现的效果：希望可以识别生活中的一类物品，例如搜寻

手机、电脑、平板、充电宝、充电器。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实现客厅模式（识别

座椅茶几之类的物体）书屋模式等。 

 三、对学生的要求 该研究的最后呈现的核心成果是一个完善的机器学习模

型。为了获得合适的机器学习模型，需要了解机器学习原理，多多尝试各个机器学

习算法的特性，并从前沿研究文献中需要灵感；为了了解各个机器算法的特性，需

要一套成熟的机器学习代码框架来对其做验证，因此前期也会话较多精力在框架学

习环境搭建上；环境和模型都有了之后，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鉴于研究的

不仅仅是算法，而是用在特定的场所，所以需要自己去抓取大量的真实数据；在模

型训练初具规模之后，便会投入实际应用场景进行迭代升级，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会结合项目场景增加“指出三维坐标”、“多物体同时识别”等功能；最后就是模

型算法的包装，外围代码构建，给出一个易交互的软件。



 

 

 

毕 业 设 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语： 

论文的目标是通过深度学习完成目标图像的识别，可应用于盲

人的视觉辅助。论文比较和学习了各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方

案，然后选用了 YOLO算法训练网络模型，最后给出了演示实现，具

有较好的图像识别效果。论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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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喜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小物体识别算法”，

该课题的目的便是为盲人分辨生活中常见的小物品。为其指引所在

位置，帮助盲人朋友们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物品。论文选题比较贴

近实际应用，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讲述了深度学习的相关理

论知识及机器学习框架工具，并从原理层完成了基于浅层学习模型

的手写数字识别和机器学习框架的使用。然后尝试了基于 BING 目标

提取算法的物体识别策略，并调研验证了时下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多种识别网络，在对各个网络性能及优劣做出充足评估后，选择出

合适的识别网络，训练了多个适合自己课题的模型，并编写了包含

cuda加速和 Qt 界面绘制的 C++小程序用于人性化演示。其实现脉络

清晰合理，完成的成果已达到预期目标，在研究探索方面的能力得

到了提高。结题答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答辩过程表述流畅，

回答问题合理。  

 

总评成绩： 

文献综述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9.0 10.0 9.0 59.0 87.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物体识别算法 

学生姓名 杨喜 学 号 3130103291 年级  

所在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姓名 梁宜勇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着眼于盲人智能视觉的辅助技术，进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小物体识别技术研究，具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论文面向研究目标，完成了部分前期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基于深度学习的

手写数字的识别、YOLO算法网络模型的训练与移植等。论文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修改后

可以参加答辩。。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物体识别算法 

学生姓名 杨喜 学 号 3130103291 年级  

所在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姓名 梁宜勇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阐述了 2014 年及以后的机器学习框架和检测方法，通过实践测试分析了各自的优劣

和选择的依据，最终选择 YOLO 算法来训练自己的网络模型，并对该算法进行移植，将该

模型算法包装到一个演示项目中。毕业设计完成的内容略显单薄。同意进入答辩阶段。。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杨喜 学号                3130103291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物体识别算法 

指导教师姓名 梁宜勇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7-06-08 13:00 答辩地点 工程中心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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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李华兵的工作区别在哪里？ 主要区别在于我做了更多原理性的实践，以及对历年来

物体识别网络的梳理实践，且在训练过程中，自己也做了更多的尝试和分析。李华兵同学

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对模型的训练和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搭建上。 2.相对于其他网络，在

时间和准确率上的优势如何？ 以往基于区域提名思路的算法，先使用类似 BING的目标提

取算法得出上千个候选窗口，再使用成熟的卷积神经网络做物体分类，该方法需要进行非

常多次的分类，因此非常耗时。而基于 YOLO的端到端检测思路，将图片分成少量的网格，

对网格进行预测，因此计算量大大减少，有明显的时间优势。且因为核心分类网络雷同，

准确率上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主要的下降指标在于精度，而在我们的项目中并不需要太

高的精度。  3.整张图片分成网格训练时，格子大小如何选择。 这在学习网络的设计时

就需要考虑的。格子太多，精度可以得到提升，但检测速率会降低，且因为格子太小，单

个格子的检测效果也会下降；格子太少，乃至一个物体都包含在了一个小格子里，则该类

检测方式甚至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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