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随着计算机视觉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技术开始不断地革新我们的生活，也

促进了弱势群体尤其是视障人士的生活便利。 

文字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然场景中的文字可以传

达图片中丰富的语义信息，是理解自然场景内容的关键元素。本课题旨在设计

一款适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算法。视障人士可以通过相关设

备对周围图像信息进行采样，并通过本课题设计的算法来获取图片中的文本信

息。本课题将图片中的文本定位与识别集中在对图片中店铺招牌文字的检测上，

通过对图片检测获取图片中的招牌信息，从而让盲人知道眼前所处的店铺和地

点。 

本课题主要利用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修改物体检测模型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SSD），并进行迁移学习从而实现招牌检测。在此过程中，

需要自行构建 3000 张街景招牌图片并标注成算法可以读取的格式，结合相关开

源的文字识别工具，通过集成到招牌检测系统中识别出招牌中的关键文字信息，

最终通过 Python 库文件对识别的文字进行语音输出。整个系统可以对视频流或

者图片进行处理并输出相关文字语音信息。 

关键字：深度学习、文字检测、SSD、盲人视觉辅助设备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vision, computer technique not only has 

gradually changed our lifestyle, but also has provided much convenience for 

vulnerable groups, especially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s we all know, in our daily life, characters play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various aspects. Characters in the natural scene can convey abundant semantic 

information of the certain picture, which is the key elemen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natural scene. And my project is aimed to design an algorithm for blind 

assistance devices which can recognize the characters in the natural scenes. Based on 

the device, peopl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can get picture and character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our algorithm. The task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tect the sign 

area of stores and markets in the captured images, and then recognize the characters 

within the area.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re able to realize the location where 

they are by our algorithm  

The dataset consists of 3000 images about street signboards. The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SSD) is modified and trained in the Tensorflow framework. By 

combining the system with text recognition tools which recognize the key character 

information in the signboard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to output voice of the 

words recognized by the system by python tools. The whole system can output the 

voice message of the words by processing videos or pictures.  

Key words: deep learning、words detection、SSD、blind assistanc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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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背景介绍 

视觉是我们获取经验和知识的主要来源。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获取的

信息，80%以上来自视觉，而且视觉信息量正以海量和爆炸性的方式不断增加 

[1]。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人们可以获取大量的图像或视频。如何提取其中

的关键信息并理解其中的含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文本信息作为图像的

高层语义信息，是图像信息提取的关键部分，通过对图像中的文字信息的提取

可以大幅度提升图片信息的提取效率。同时，文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

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自然场景中的文字可以传递丰富且准确的信息，

是理解自然场景内容的关键元素。因此，检测和识别图像中的文本信息具有重

要意义。 

传统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主要面向文档图像。文档图像清晰、分辨

率高。排版规则单一，因而文档文字的检测与识别任务难度较小。而自然场景

图像由于存在复杂的背景信息、多变字体、分辨率低下等问题而变得富有挑战

性 [2]。在文档分析与识别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ICDAR）的推动下，自然场景的文字识别在近几年获

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检测技术已经从基于传统图像处理的手段走向了利用深

度学习进行检测的阶段。 

图片信息对于我们获取周围信息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的媒介方式。而视障人

士由于先天或后天因素无法通过视觉来获取信息，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

生活、社交。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

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 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为 8052 万，其中视力残疾 1263 万人[3]。这表明盲人

群体基数非常庞大。如何帮助视障人士走向社会，提高生活质量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于此同时，催生了大量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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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目的意义 

本课题关于盲人视觉辅助设备中的一个功能模块——文字检测与识别展开

研究，该功能旨在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检测和识别自然场景图像中的文字信息，

并将识别结果反馈给盲人，帮助盲人实现生活自理，它可应用的自然场景包括

招牌文字检测、公交车车次号检测和交通标识检测等方面。本课题主要基于招

牌文字检测进行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系统对文字检测的针对性，使得检测能

高效地集中到特定目标，从而避免对场景中的所有文字进行检测以减小系统的

运算量和复杂度。 

本课题研究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其目的在于帮助

盲人获取环境中的图像信息，并进行处理。计算机视觉站在当前人工智能领域

的风口，是一门研究如何让机器“看”世界的学科。通常它是利用摄像机或电

脑等传感器获取图像中的像素信息，将它们转换为数字信息，并通过相关的图

像处理算法让计算机告诉我们图像中含有的信息，如物体、文字等。图像识别

和检测无疑是其非常重要的应用之一，近几年物体检测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快速

发展，它们被广泛应用在了包括军事、商业信息安全在内的各个领域，例如手

机端人脸识别功能、无人驾驶系统、工业机器人控制等。而文字检测作为近几

年图像检测识别的热门方向，已经从传统的利用图像处理获取连通域的方法走

向了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阶段。传统的方法无法解决一些复杂场景的情况，而

利用深度学习把招牌作为一个通用物体进行识别解决传统方法无法解决的复杂

场景问题，然后再对招牌中的文字进行识别，这是十分可行且有意义的。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如何将文字检测和识别精准定位在街景门

店招牌的检测上。设计的检测系统能够把图片中含有的招牌信息和内容传递给

盲人，例如某某超市、某某医院、某某便利店等等。它不仅有助于盲人像正常

人一样走到特定地点或商店，还可以结合相关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定位系统，

将文字信息作为特殊特征来辅助定位系统提高定位系统的精度，从而为盲人的

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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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然场景文字识别在二十年前就出现了相关的工作，它与传统的文本文字

检测的重要区别就是从复杂场景中提取文字信息的难度更高。纵观多年的发展，

自然场景文字检测的发展历程和大部分的计算机视觉任务相似，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基于传统的手工设计特征的方法，其次是近几年非常流行且有效的基于

深度学习的方法。 

基于传统手工设计特征的文字检测基本上分为基于连通域的方法和基于边

缘检测提取纹理的方法。 

基于连通域的方法的思想主要是根据图像像素点的某种特征，例如颜色、

笔画宽度等来提取相似特征的像素区域。然后人工设计一系列启发式规则和利

用传统机器学习算法支持向量机（SVM）等分类器来过滤获取真正的文本区域。

提取连通域的方法分为利用笔画宽度变换的方法和最大极值稳定区域的方法。

笔画宽度变换（SWT）是由 Epshtein 等人于 2010 年提出的自然场景文字检测方

法[4]。他们认为字符边缘成对出现，利用边缘检测算子和求取梯度来获取笔画

宽度，将笔画宽度相近的区域聚合成一个连通域。而最大极值区域（MSERS）

由于其良好的光照鲁棒性和尺度变化鲁棒性在前几年的 ICDAR 的数据集上取

得良好的检测效果[5]。它的主要思路是不停地对图像进行阈值化，在阈值变化

过程中，相关区域面积变化率较小的区域聚为一个连通域。而基于纹理的方法

就是把字符当作一类具有特殊纹理结构的部分。主要方法就是通过一个滑动窗

口扫描图像提取纹理特征或者利用局部强度信息、Gabor 变换和傅里叶变换等

提取文本纹理。 

 

图 1.1  笔画宽度变换[4] 

 

但是传统方法对于太复杂的场景效果不佳，而基于深度学习检测自然场景

文字的方法在 2014 年之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得益于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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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的普及和深入的研究。它在检测成功率和 ICDAR 评价指标上远远超

过了基于传统手工标注特征的方法。它主要分为基于候选区域的方法和图像分

割的方法。 

基于候选区域的方法主要得益于 Reg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CNN）网络的普及和研究，具体思路就是找出候选区域、提取区域特征以

及利用分类器对区域进行分类。其中划时代的一项检测手段就是 Tian 等人[6]于

2016 年提出的将循环神经网络（RNN）结合 CNN 的 CTPN 方法。该方法的主

要思路就是在卷积网络提取的特征上选取候选区域，并计算相应区域文字分数， 

 

图 1.2  CTPN 的输出形式[6] 

 

在计算分数的同时考虑上下文信息，并将每行的文本特征输入到双向长短期记

忆网络（BLSTM）中以更好地判断文字分数。这种方法对水平文字有非常良好

的效果。而基于图像分割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让神经网络生成原图的一个文字

区域掩膜。Zhang 等人[7]提出的方法就是将文本行视为需要分割的目标，通过分

割得到文字的显著性图像，从而得到文字的大致位置和方向、排列方式，最后

结合其他特征进行文字检测。而 Zhou 等人[8]结合分割和边界框回归的方式，对

PVANet 网络进行优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3 内容安排 

在本研究论文中，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次毕业设计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并根据调研结

果展示国内外自然场景文字检测的发展和方法。 

第二章：介绍系统设计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第三章：介绍物体检测模型 SSD 的检测原理及文字识别工具的使用。 

第四章：介绍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具体方案实施步骤、相关测试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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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分析本设计的创新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接下来它

的发展进行展望。 

2 系统设计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本系统旨在实时快速地检测街道上的招牌，即将文字定位集中在招牌区域

中，并对其中的文字进行识别，帮助视障朋友们更方便地找到店铺或相关地点。

所需要的硬件为相机、用于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的服务器；我们只需要将拍摄的

图片或者视频流输入到系统中即可实时检测招牌区域，并按照实际需求对其中

含有的文字进行识别。 

2.1 系统设计指标 

 用于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系统，需满足下列要求：1）在

不同天气情况下可以保证检测到图片中的招牌区域并进行文字识别； 2）对不

同角度的招牌可以确保检测出区域并返回区域，并在正面区域可以以较高的精

度识别出招牌中的文字内容； 3）图片中含有大量复杂信息或树木、电线杆遮

挡时，可以顺利地检测出招牌区域； 4）实时性好，可以以较高的帧率实时处

理视频流数据。 

2.2 系统设计方案 

本课题根据对国内外文献调研结果以及出于对盲人提出的功能性需要考

虑，最终将文本定位集中在街道招牌检测上，而不是对所有的文字进行检测。

这主要是为了提高文字检测的针对性。如果对自然场景中的所有文字进行检测，

不仅提高系统的运算量和复杂度，而且对于盲人而言获取的大量文字信息为无

效信息，增加了与盲人交互的困难。例如，一张普通街景照片中可能包含车辆

车牌号、海报广告、招牌、LED 电子屏幕等等，如果对所有文字进行检测，会

输出大量的文字信息，这些冗余的信息难以过滤而且对视障人士没有帮助。所

以，最终方案考虑仅仅对招牌区域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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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最终考虑将文字检测任务转化为物体检测任务。通过深度学习中流

行的物体检测算法——SSD 模型（其具体原理会在章节 3 中详细介绍）提取图

片中的招牌区域，并将获取的招牌文本区域投入到开源的文字识别工具中（其

使用方法会在章节 3.6 中简要介绍）对招牌中含有的文字信息进行识别和提取。

最终通过一个语音播报系统，输出识别结果。从而可以让盲人直接获取身前门

店的相关信息（店名、地址、电话等）。整体的系统流程图如 2.1 所示，当我们

启动系统时，首先启动相关的深度学习框架环境，然后再启动视频流，随后将

每帧图投入 SSD 模型并进行实时检测，将检测的结果边界框绘制在图像中，然

后根据是否按下识别建（例如：“s”键）来将边界框区域的图片投入到文字识

别工具中进行识别，并将识别结果通过语音输出模块输出，并继续进行下一帧

的处理和输出，直至视频被检测完毕。此外，系统也可以对静态图片进行处理

检测和识别并最终进行语音输出。 

 

图 2.1  整体系统流程图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利用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 和修改物体检测模

型 SSD。开源的 SSD 模型是基于 VOC2007 数据集训练得到的用于分类回归 20

类物体坐标的模型，所以我们需要对其修改令其适用于本课题的二分类任务，

然后对预训练的基础网络进行迁移学习从而训练出可以检测招牌的网络。然后

利用 Open CV 将检测出的招牌区域绘制在被检测图上，并将该区域以图片形式

保存到本地文件夹下，利用开源的文字识别工具对该图片区域进行文字识别。

最终利用 Python 库文件对招牌中的文本信息进行语音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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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行性分析 

 经过合理分析，本课题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均可行。 

 在硬件方面，主要涉及到样本图片的获取和深度学习训练过程中的图像处

理器（GPU）。在样本图片获取阶段，可以采用照相机实地取景或者利用网络爬

虫技术和计算机进行检索获取。而在模型训练阶段，可以利用实验室搭建好的

工作服务器，用图像处理器进行快速地训练，这使得模型训练阶段的时间大大

减小。 

 在软件方面，基于物体检测和识别的各种算法在国内外已经非常成熟，且

有不少算法已经投入了商用，例如无人驾驶、人脸检测等等。而且相关的大量

模型代码均已开源在 Github（开源项目托管平台）上，通过对相关模型算法的

理解和代码阅读，修改模型相关参数和代码可以使其适用于本系统的任务。由

于本课题涉及到对图片的处理，还需要掌握 Open CV 的基本用法。此外，本课

题采用的深度学习框架为 Tensorflow，需要利用 Anaconda（一个开源的 Python

发行版本）配置好相关的 Python 环境和库文件。 

3 物体检测模型（SSD）介绍及文字识别工具使用方法 

近几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流行和发展，目标检测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主流的算法分为两类，one-stage 模型和 two-stage 模型（它们会在 3.5 节中简要

介绍）。 而 SSD 模型作为典型的 one-stage 模型，它在处理速度和精确度上相

较其它模型有较大的提升。此外，市面上存在大量的文字识别工具，通过对比

分析，本系统最终采用了百度开源的一款文字识别工具。 

3.1 SSD 模型简介 

SSD 模型的英文全称为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9]，其中 Single 代表

SSD 属于 one-stage 模型，MultiBox 表明了 SSD 是进行多个边框的预测。它相

对于其他物体检测模型的改变主要有如下几点：1）SSD 模型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CNN）来进行最后一层的分类回归，而不是像一些物体检测模型使用全连接

层和 softmax 层做最后层的分类回归；2）它可以提取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来做检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 

8 

 

测，浅层特征图检测小物体，深层特征图用来检测大物体；3）采用了不同尺度

和长宽比的先验框来训练检测物体。 

SSD 模型整体流程采用一个卷积神经网络来进行物体检测（物体识别及边

框回归），但是它利用了多个尺度的特征图，它的基本架构如图 3.1 所示。 

 

图 3.1  SSD 基本架构[9] 

 

3.2 SSD 模型设计理念 

SSD 模型的优越性体主要现在它的三个核心设计理念： 1）多尺度特征图

检测；2）设置先验框；3）全卷积网络； 

多尺度特征图检测换而言之，就是将网络中不同层的特征图用来进行检测。

一般而言，卷积神经网络由于存在池化层或者步长为 2 的卷积层，使得输入的

特征图随着层数的变大而越来越小。所示浅层网络的特征图大，每个点对应的

感受野小，可以用来检测小物体；相反的是，深层网络的特征图小，每个点对

应的感受野大，可以用来检测大物体。 

先验框的思想借鉴了 Faster R-CNN[10]中的 anchor，它的主要思路就是预先

设置一系列不同长宽比和大小的框，之后进行物体坐标回归的时候都是以相应 

 

图 3.2  SSD 先验框匹配[9] 

 

的先验框为基准。一方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训练难度；另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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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入了不同大小和长宽比的先验框，再结合多尺度特征图检测，这使得检测

不同长宽比和大小的物体更加容易。如图 3.2 所示，其中（b）和（c）分别代

表网络层中的两层特征图层，它们的大小分别为 8×8 和 4×4，其中画虚线的

框即为预先设置的先验框。显然 8×8 层特征图为较浅层特征图，它检测较小物

体，相对应的先验框也较小；而 4×4 层特征图为较深层特征图，它检测较大物

体，相对应的先验框较大。（先验框的匹配将在训练过程中介绍） 

全卷积网络意味着整个网络模型没有任何全连接层，所以整个网络模型参

数量大大减少。结合先验框分析解释，对于特征图上的每个点，由于我们均设

置了先验框，每一个先验框都会产生一套独立的检测值，即对应置信度和四个

坐标值。如果检测 b 类物体，则置信度为“b+1”个数据，其中一项代表不含物

体或者为背景的评分。所以每个先验框会输出“b+1+4”个数据。如果将先验框

的位置用 d=（dcx，dcy，dw，dh）表示(分别代表先验框的中心横纵坐标、宽度

和高度，下面回归边界框相同)，其对应的边界框用 b=（bcx，bcy，bw，bh）。为

了更加容易训练，令卷积计算出位置的编码，而不是实际值。即回归计算出 l=

（lcx，lcy，lw，lh）： 

           （3-1） 

               （3-2） 

解码过程按照上面的公式进行反向求解即可获取最终的 b。最后举一个例子来

说明卷积层检测的优越性，若对应一个 m×n×p 的特征图，特征图层每点含有

k 个先验框，卷积层检测只需要采用 3×3×c×(b+1+4)×k 个数据，而全连接层

则需要 a×b×c×(b+1+4)×k 个数据，一般而言，a 和 b 远大于 3。所以使用卷

积网络进行最终检测可以减少参数量。 

3.3 SSD 模型网络结构 

SSD 的通用网络结构是选取一个基础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层，再利用堆叠步

长为 2 的卷积层或者池化层来进行下采样而作为下采样层，然后选取几个卷积

层利用卷积运算来进行物体检测和边框回归。按照 SSD 原始作者的结构，它选

用 VGG16 作为 SSD 网络的基础网络来提取特征。具体结构如图 3.3 所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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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 VGG16 在特定数据集上训练成可以提取特征的特征提取器，然后将原

先 VGG16 的第六全连接层和第七全连接层替换为 3×3 的卷积层 CONV6 和 1

×1 的卷积层 CONV7。接下来用 1×1 卷积核和步长为 2 的 3×3 卷积核互相堆

叠进行下采样。然后选取 VGG16 的 CONV4_3 层、CONV7 层、CONV8_2 层、

CONV9_2 层、CONV10_2 层和 CONV11_2 层作为特征提取层进行卷积检测生

成分类置信度和坐标回归值。 

 

图 3.3  SSD 网络结构[9] 

 

3.4 训练过程及预测过程 

SSD 的模型训练过程主要涉及到先验框的匹配原则、损失函数和数据扩增

的手段。 

 

图 3.4  交并比示意图 

 

图 3.5  先验框匹配示意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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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框匹配正如在章节 3.2 中所述，是 SSD 的巧妙设计所在。在训练时，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 ground truth（真实目标）与先验框的匹配问题。与真实物

体匹配的先验框负责预测它。介绍匹配原则前，需要了解交并比（IoU）的概念。

IoU 的概念可以用图 3.4 来解释，现有两块区域 A 和 B，IoU 即为 A 和 B 的交

区域面积大小除以并区域的面积大小。先验框的匹配原则正是基于 IoU，对于 

图片中的真实目标，首先要找到与其交并比最高的一个先验框，把它设定为正

样本；反之，若一个先验框没有与任何一个真实目标相匹配，即它只能与背景

相匹配，则在训练过程中，它将被认为是负样本。但这样子，负样本的数量会

远大于正样本，为了保持正负样本的比例为 1:3，通过设定一定的 IoU 阈值，令

IoU 高于阈值的先验框也设定为正样本。如图 3.5 所示，图中绿色框代表真实目

标，红色框为先验框，TP 代表为匹配上的正样本，FP 代表未被匹配到的负样

本。但是尽管增加了正样本数量，负样本数量仍然远大于正样本。此时，需要

引入一个 hard negative mining，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对负样本进行抽样，按照分

类损失值从高到低按次序选取一定量的负样本，以保证最终正负样本比例接近

1:3。 

确定了训练样本，就要确定损失函数。由于物体检测模型既涉及到物体识

别，又涉及到边框回归任务，所以损失函数也包括两部分——位置误差和置信

度误差。最终的损失函数为两者的加权和： 

           （3-3） 

其中 N 是先验框中正样本的数量；x 代表先验框有无匹配到物体，取值为 1 和

0，当 为 1 时表示第 i 个先验框与第 j 个真实目标相匹配，并且真实目标的类

别为 p；c 为类别置信度预测值；l 为先验框对应边界框的位置预测值；g 为真

实目标的位置参数。对于位置误差，采用 Smooth L1 loss，定义如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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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4）由于 的存在，位置误差仅仅引入正样本。而负样本主要是在置信度误

差中起作用。对于置信度误差，其采用 Softmax Loss： 

   （3-6） 

              （3-7） 

而整体损失函数的权重系统α是个超参数，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大小进行实验，

选取最佳值，原始论文作者通过交叉验证设置为 1。 

 数据增强通过有限的样本增加样本的数量从而可以提升 SSD 的性能，主要

采用的技术有水平翻转，随机裁剪以及颜色扭曲变换，随机采样等等方式。 

 SSD 的基本训练过程就如上所述。当完成训练模型之后，就可以用来进行

预测图片中的待检测目标。预测过程相较训练过程比较容易，它对于每个先验

框的预测结果，首先根据类别置信度过滤掉属于背景的结果，再通过设定阈值

过滤掉置信度较低的预测结果以及对剩下的预测框进行解码，对超出图片区域

的预测框进行裁剪避免溢出，然后根据置信度进行排序，选取高置信度的预测

框，根据 NMS 算法，过滤掉重叠度高的预测框，最终留下的预测框即为检测

结果。 

3.5 模型选取缘由 

 目前主流的物体检测模型分为两类方法，two-stage 和 one-stage。其中

two-stage 的物体检测模型以 Faster R-CNN 系算法为代表，其主要思路就是通过

启发式规则或者卷积神经网络生成一系列稀疏的候选区域，然后对这些候选区

域进行分类和回归，它们的检测精度高，但是实时性差，这是由于这类模型包

含了候选区域的模型计算和回归分类模型的计算，参数量大，运算量大；然而

one-stage 模型，例如 YOLO[11]模型和 SSD 模型，它们的主要思路就是均匀地在

输入图片上进行密集采样，同时生成不同尺度和长宽比的默认区域，最终对采

样出的区域进行分类和回归，整个过程只需要用到一个阶段，即摈除了候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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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提取过程，所以其优势是速度快，但是均匀地密集采样使得训练难度增加，

这主要是正负样本极其不均匀导致，使得模型的准确性 two-stage 方法较差。其 

表 3.1 物体检测模型速度与帧率[9] 

方法 mAP（精度） FPS（帧率） 

Faster R-CNN（VGG16） 73.2 7 

Fast YOLO 

YOLO（VGG16） 

52.7 

66.4 

155 

21 

SSD300 

SSD512 

74.3 

76.8 

46 

19 

 

中 YOLO 模型虽然可以做到实时检测，但是其对不常见长宽比物体的泛化能力

弱，检测精度低。而 SSD 模型由于引入了多尺度特征图检测，其检测精度较

YOLO 模型更高。此外，YOLO 模型的检测层采用全连接层检测和回归，而 SSD

模型采用全卷积网络，故而其参数量更少，更容易训练。表 3.1 即为几类模型

在检测速度和精度上的对比情况。 

 由于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设备需要更好地实时性和较高的检测精度，于是

最终综合考虑后本系统采用 SSD 模型作为招牌区域提取的网络模型。 

3.6 文字识别模块的使用 

现今市场上有许多用于文字识别的工具，包括谷歌开源的 Tesseract 库、利

用循环神经网络（RNN）的 CRNN[12]文字识别模型等。最终，通过比较识别速

度和集成的难易程度。本课题最终采用百度 AI 开放平台[13]的自然场景文字识

别工具。 

百度开源的文字识别工具的识别率较高，对一些非常小的文字都有较好的

识别效果；此外，由于它包含多种编程语言版本，使得它非常容易集成到本课

题利用 Python 语言编写的招牌文字检测系统中。它的 Python 版本配置和使用

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下载 baidu-aip 安装包，并在终端（命令提示符）中输入“pip install 

baidu-aip”，这样就完成了环境的配置工作，它支持 Python2 与 Pyth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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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应用账户，获取应用账号和应用密码以及一个秘

钥。 

3）将步骤 2 中获取的信息按照下列格式填入： 

from aip import AipOcr 

APP_ID = “应用账户” 

API_KEY = “应用密码” 

SECRET_KEY = “秘钥” 

client = AipOcr(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这样就创建好了用户信息，可以进入后续的使用。 

4）构建好用户信息后，需要了解接口的使用方法，整个识别过程分为对图

片的读取和图片的解析。利用 image=get_file_content("图片地址")提取图片，再

利用 client.basicGeneral（image，options）进行文字识别。其中 options 为一个

字典格式的数据，里面包含识别语言（中英文）、识别方向和是否返回识别精度

等内容。最终识别工具会输出一个字典，本项目也是通过使用这个字典来集成

到系统中。输出示例如下所示： 

{ 

"log_id": 2471272194, 

"words_result_num": 2, 

"words_result": 

    [ 

        {"words": " Hello"}, 

        {"words": "你好"} 

    ] 

} 

而本项目只需要关注 words_result_num 与 words_result，分别代表文本行数目和

文本行识别结果。 

 由于在使用文字识别工具的时候，如果直接将整张图片投入系统，这样会

增加系统的运算量，并降低检测精度和引入不需要的文字内容。相反，只将招

牌区域投入系统，不仅会加快文字识别工具的识别速度，还会提高检测精度和

识别富有意义的文字区域。检测效果如图 3.6 和 3.7 所示，如果将整张图片不做

任何处理投入文字识别工具，则其处理的时间较长，而且由于目标不明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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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文字识别工具使用（投入全图） 

 

图 3.7  文字识别工具使用（投入招牌区域） 

  

的检测精度低下，出现了不少错误检测结果，而且由于对全图进行检测，还会

输出很多除了招牌以外的文字信息，这些文字信息对于视障人士而言是没有意

义的。所以为了增加文字识别系统的检测靶向性，仅仅将招牌区域输入到文字

识别系统中，最终输出精度较高，而且检测的速度有一定提升。 

从识别结果分析可以发现，我们原先设定的思路正确，通过仅仅识别招牌

区域而不是处理整张图片不仅可以提高识别速度，还可以提高识别精度和识别

靶向性。 

4 具体技术路线与实现方法 

整个项目设计阶段包括数据集的制作，数据集的调整，整个模型训练过程

中相关参数的调整，以及利用相关库文件对各个模块进行整合和测试。除此之

外，本章节还将介绍在测试过程中各种因硬件、软件及环境带来的问题及其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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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集制作 

深度学习在业内一直被称作为“炼丹”。所谓“炼丹”就是指训练模型这个

过程。而“炼丹”自然就需要获取“炼丹”的原材料，即数据。而数据集的制

作好坏会对最终模型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数据集制作过程是深度学习最为

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4.1.1图片获取 

深度学习之所以在近几年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硬件的不

断进步，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数据量的大幅度增加。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数据

就是图片。一般计算机视觉项目的图片数据集都可以在 ImageNet 上进行下载，

它是目前世界上图像识别最大的数据库[14]。本项目采用的数据集基于其应用就

定位在了街道店铺招牌图片上，但遗憾的是无法从该数据库中进行下载。最终

本项目一共获取了约 3000 张图片，其中约 700 张取自于照相机拍摄，剩余部分

来自于爬虫数据。最后经过调整和筛选（具体筛选原则会在章节 4.1.2 中介绍），

最后保留了 2097 张图片。 

 

图 4.1  获取的图片 

 

照相机拍摄是最为基础和最为有效的样本采取手段，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我

们直接可以按照模型想要识别的效果进行采样。并且最初在未扩增数据集的时

候让模型对仅采用照相机拍摄的样本进行了训练，且达到了比较良好的预期效

果。考虑到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应用场景——街道，街道上的招牌往往存在电

线杆遮挡、树木遮挡，以及一系列诸如店铺上的 LED 屏幕文字、海报等会对招

牌检测产生错误检测或识别的场景。于是为了考虑到上述各种情况，在图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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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场景图片 

 

本获取时专门注意并拍摄了不少这些情况的图片。如图 4.2 所示，这些图片中

的招牌被树木遮挡、路灯遮挡以及存在容易被误识别的 LED 滚动屏幕文字。最

终经过训练后的模型测试（测试结果会在章节 4.2 中进行介绍），成功验证了这

样获取图片样本的思路是正确的。 

 

图 4.3  爬虫爬取图片 

 

在工业界，工程师们获取样本的一般方法就是通过 ImageNet 数据库下载或

者自行构建数据挖掘算法去爬取样本。在本项目中，尝试了利用百度作为基本

数据库，使用了简单的网络爬虫算法爬取了以“街道招牌”、“便利店”等词作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下载了 2000 张左右的样本图片。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输

入想要检索的图片关键字、图片格式（在本项目中使用的图片均为“JPG”格

式）、图片保存目录以及图片数目即可。但是由于爬虫获取的数据会有很大的噪

声，它的有效性需要进行人工筛选从而判断。在利用爬虫获取相关样本之后，

需要对获取的图片进行初步筛选。如图 4.4 所示的一系列图片，由于仅采用关

键词“便利店”检索百度图片数据库，其中第一张图片的确是便利店的图，但

是它是便利店内部图片，而不含招牌信息；第二张图是按照“街景招牌”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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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检索出的图片，它的图片背景过于复杂，且招牌几乎不可见，所以需要过

滤这种过于复杂的图片样本；第三、四、五张图则为相应关键字的卡通图片和

无关紧要的噪声图片；第六张图片则为单通道的灰度图，而训练样本需要满足

三通道 RGB 图才可以按照正确的维度输入 SSD 模型中。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对爬虫获取的图片进行一一查看并进行初步排查。 

 本项目最终通过照相机拍摄和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全部的样本，这一过程

的工作量非常浩大，需要对图片进行逐一排查和初步筛选，但是实际情况中，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筛选和过滤以及处理（在章节 4.1.2 中介绍）。 

 

图 4.4  待过滤的爬虫获取样本 

 

4.1.2数据集调整 

经过初步调整数据集后，在后续的处理之中，还需要对数据集进行进一步

的调整和修改。在本章节，以一些样本为例说明数据集调整的几种情况和基本

规则，以及最终对图片做的一个统一命名的处理。在 4.2 章节中还会继续在训

练过程中介绍数据集的调整情况及其调整原因。 

1）水印问题：通常由爬虫获取的图片往往有较大的噪声，而其中比较明显

的情况就是水印问题。深度学习毕竟不会像人脑那样将这些文字视作水印，相

反的，它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水印是招牌的相应特征，甚至会提取出相关特征使 

得最终模型的性能下降。所以对图片水印的去除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对于如图

4.5 的情况是可以处理并投入使用的图片。只需要按照如右图那样通过裁剪图片

边缘的水印区域即可。而有一些情况无法通过简单裁剪去除水印。如图 4.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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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水印处理 

 

图 4.6  丢弃的水印图 

 

示的系列水印图，无法对其进行水印去除。对于左边这张图，由于水印位于中

央区域，如果对其进行裁剪，那么网络将无法提取含有文字的招牌位于房屋建

筑上的信息，那么它会引入损失函数的大幅度上升，不易于模型训练。而右边

这张图水印均匀地布满全图，更加难以去除。 

 

图 4.7  不常见招牌 

 

2）不常见招牌：不常见招牌通常由于其奇特的形状或者文字排版问题和一

般的招牌有较大的区别，如果不将它们剔除，也会大大增加训练的难度和提高

损失函数的收敛难度。如图 4.7 所示，左边那张图中的招牌文字信息只占招牌

区域的一小部分，那模型很可能会将它和什么文字信息都没有的板块相混淆，

所以会让模型的训练难度变大。由于本项目最终考虑仅检测水平招牌，而忽略

纵向招牌的检测，所以即便是右边这张图的纵向招牌位于房屋建筑中，也符合

一般招牌的排版，但是仍然要将其去掉，这是因为这张图片的水平招牌区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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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片底部，水平招牌下方无法判断是否为房屋建筑，这样会让 SSD 模型无法

提取出相应的特征，而使得训练难度上升和模型检测性能效果下降。 

 

图 4.8  低分辨率 

 

3）分辨率低下：由于 SSD 模型训练和检测时，输入的图片大小都会被归一 

化为 300×300，所以一般获取的图片都要经过下采样进行训练和检测。但是通

过爬虫获取的数据如图 4.8 所示有不少是小于 300×300 的，也就是说若要对其

进行训练，需要对其进行插值，这势必会增加样本的噪声。所以需要对这些分

辨率低下的图片进行过滤。 

 4）彼此矛盾的图片：如果获取的训练样本，前后彼此矛盾的话，会使得模

型不知道该按什么标准进行检测。如图 4.9 所示，它们是一对彼此矛盾的招牌

图片。其中左边的这张图片的招牌在国外非常常见，即伞状的招牌，按照正常 

 

图 4.9  矛盾图片 

 

图 4.10  矛盾情况处理 

 

情况，需要对伞状招牌进行标注。但是右边的这张图片情况在国内非常常见，

伞状物上通常印有的文字并不是招牌信息而是一些提示或者辅助信息。对盲人

视觉辅助自然场景文字识别系统而言，其信息是没有意义的，而标注的时候仅 

仅会选择标注图中的“梦幻乐园”附近的区域。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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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对左边这一系列图进行了过滤。

而还有一些情况如图 4.10 所示，招牌的侧面也有一些文字信息，如果不经处理

就直接将其投入训练，那么也会造成歧义。这是因为侧面的招牌其实也可以作 

为招牌本身，但是其下方并不是正常角度的房屋信息，深度学习网络并不能像

人脑那样对其进行分辨。如果不对该侧面区域进行标注，那么网络会难以提取

招牌内部含有文字这一特征，甚至会误以为板上有无文字对最后的检测没有影

响。但是如果将它进行标注，又会对招牌下方和正常角度的建筑房屋相匹配的

信息产生矛盾。所以最终本项目利用画图软件对侧面招牌的文字信息进行剔除，

并在最终的标注阶段忽略这一区域，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歧义，还可以让模型

“明白”板上有字才能被称为招牌，甚至可能会对侧面角度检测的效果有所提

升。 

 上述几类就是常见的需要对数据集进行调整和剔除的情况。而在实际训练

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需要调整的情况（这些情况会在 4.2.3 训练过程中进行介

绍）。 

 将数据集调整后，为了后续更方便的管理，就需要利用 Python 的 os 模块编

写脚本让图片进行统一命名。只需要获取图片目录，并获取目录中的图片总数，

并设置好命名标准，如本课题按照 VOC2007 格式采用 6 位数按照顺序进行批量

修改。最终结果如图 4.11 这样更容易后续管理、标注及修改。 

 

图 4.11  重新命名 

 

4.1.3数据集标注 

VOC2007 数据集作为标准数据集，它是衡量图像分类识别能力的标准[15]，

目前各类流行的物体检测模型，包括 YOLO、Faster-RCNN 和 SSD 等都是基于

它进行训练的，它一共包含 20 类物体。整个数据集的文件架构如图 4.12 所示，

本项目关注的文件夹为 Anonotations（标注文件夹）、ImageSets（图片集合）和

JPEGImages（图片文件夹）。其中 JPEGImages 文件夹包含样本图片。Image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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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几个 txt 文本文件，分别为 train.txt、trainval.txt 和 val.txt，分别代表用于训

 

图 4.12  voc2007 数据集文件架构 

 

图 4.13  annotation 文件格式 

 

练的图片文件名、训练加验证的图片文件名和用于验证的图片文件名。

Annotations 文件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件夹。内部包含一系列 xml 格式文件。

每张图片各自匹配一个 xml 文件。图 4.13 就是一个标准的 Anotation 文件格式

及与该文件匹配的图片文件。xml 文件分别记录了图片的文件名、图片所在文

件夹和图片标注信息。通常需要关注的就是 size 信息和 object 信息。其中 size

信息包含了图片的宽度和高度及其通道数量。而 object 信息包含了图片中的物

体分类信息，例如图 4.13 中的名称为“sign”，即招牌。此外还包括了包含物体

的矩形框，即图中的 xmin=28、ymin=132、xmax=756 和 ymax=277，分别代表

矩形框左上角的坐标以及右下角的坐标（坐标原点为左上角）。这个区域即图

4.13 上被蓝色掩膜覆盖的招牌区域。目前网上有大量用于制作 xml 文件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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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最终本项目在 Github 上选取一项名为 labelImg[16]的开源脚本。它的使用 

 

图 4.14  labelImg.py 

 

方法很简单。只要配置好相关的编译环境，在终端输入“python labelImg.py”

即可打开界面，界面如图 4.14 所示。然后只需要按照如下步骤即可完成标注文

件制作： 

1）点击“Open Dir”选择好要标注的图片文件夹；此时界面右下角将会出现一

个列表，即图片文件目录。可以按照需求，任意标注文件夹中的图片。 

2）点击“Change Save Dir”设置标注文件的保存文件夹；这样生成的 xml 文件

都会保存在设置的文件夹下。本项目按照 VOC2007 格式将 xml 文件保存在

voc2007 目录下的 Annotations 文件夹下。 

3）由于本项目只涉及到一类物体的检测。所以可以在界面右上角的“use default 

labe”框中打上勾并在其后输入“sign”，这样之后生成的标注文件其中包含的

物体名称都为“sign”。 

4）点击“Create RectBox”在界面中央图片区域绘制边界框，一张图可以按照

需要绘制多个边界框，即对应多个物体的情况。 

5）点击“Save”即可保存标注文件。 

介绍了标注脚本的使用，需要明确用于本课题的标注标准。不同的标注方

式将会极大地影响训练出的网络模型的性能。以图 4.15 为例来说明本课题所采

用的标注标准，其中红框包围区域即为标注的边界框区域。而两幅图采用不同

的标注形式，最终训练出的模型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我们左图进行标

注，它可以对一些招牌有较好的检测效果，但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个模型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 

24 

 

 

图 4.15  标注标准 

 

最后检测的特征是字，而不是招牌上的字，这样最终模型会检测出图片中所有

的字，而且训练难度也会大大提升，这就与本课题涉及的应用场景不符合。但

是如果选择按照右图进行标注，那么最终训练出的模型提取的特征应该是招牌

文字区域，这就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所以本课题最终选用如右图的标注形式。 

4.1.4转换格式 

当生成 xml 标注文件之后，按照 VOC2007 的格式标准，还需要利用 Python

的 os 模块生成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txt 文件。按照测试集与训练集 1:4 的原则，

随机选取五分之四的图片作为训练集，剩下的图片作为测试集，生成相对应的

txt 文件。这样就完成了 voc2007 数据集的制作。但是 Tensorflow 不能直接解析

该格式的数据。需要利用 Tensorflow 的工具将 voc2007 数据集转换为 tfrecord

格式文件。而原先开源的转换脚本是基于原始 voc2007 数据集的，所以它按照

21 类物体（其中 1 类为背景）进行解析的。所以本项目需要修改转换脚本，即

修改为两类物体检测，背景和招牌。然后在终端环境中输入下列指令：python 

tf_convert_data.py --dataset_name=pascalvoc 

--dataset_dir=D:\XiangKaite\SSD-Tensorflow-master\voc2007\ 

--output_name=voc_2007_train 

--output_dir=D:\XiangKaite\SSD-Tensorflow-master\tfrecords\  

即可完成格式转换。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会在章节 4.4 节中进行介绍。 

4.1.5数据增强 

 由于深度学习需要大量的样本，在样本有限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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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样本数量。本课题中采用了颜色畸变、随机裁剪和左右翻转等几种方法进

行增强样本数据。 

 如图 4.16 所示，采用颜色随机变换来处理样本，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提

高模型的光照鲁棒性，从而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 

 

图 4.16  颜色变换 

 

图 4.17  随机裁剪 

 

 如图 4.17 所示，这是随机裁剪的效果，通过随机裁剪，一方面可以获取更

多的负样本，让模型把原属于招牌一小部分的区域视作为负样本，让 SSD 深层

网络更好地学习招牌的特征，让深层网络了解属于招牌内部的部分特征和招牌

是不同的，从而也可以增加模型的泛化能力。 

 让数据集增强的方法还有很多，例如亮度照度变化、随机方向旋转等等。

通过增强样本数据来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4.2 模型训练 

构建完数据集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模型的训练。由于此模型为开源的版

本，其是基于 20 类物体构建的模型，所以需要在阅读代码之后，对于代码进行

修改，使其适用于本课题的二分类任务。修改完成后，设置好相应的目录即可

开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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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初步训练 

模型训练并不需要从零开始。根据网络构架，SSD 模型的基础网络是一个

用于提取特征的预训练网络。本课题采用经过 ImageNet 数据集预训练过的

VGG16[17]作为基础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它经过预训练已经可以用于进行物体分

类的任务，尽管不能直接用来进行物体检测，但是它有较好的网络参数可以作

为特征提取器进行特征提取。 

初步训练采用的数据集为照相机拍摄的图片数据，一共约为 700 张数据。

刚开始按照开源网络的教程设置相应的超参数，其中主要关键的几个超参数为

学习率和梯度下降算法的选取。最终设定初始学习率为 0.0001，设定的梯度下

降算法为 adam[18]下降法。而对于网络具体的架构参数并没有对其进行修改。 

训练的过程评价主要指标就是在第三章中介绍的损失函数，当损失值在一

定范围内收敛时，即可完成训练。如图4.18所示即为初次训练时迭代次数为4000

的损失函数变化情况。发现损失值快速下降并得到收敛，迭代次数为 3000 时，

它基本收敛到 10 左右，初步训练最终迭代次数为 7000，损失值收敛到 9 左右。 

 

图 4.18  初次训练的损失函数 

 

当迭代次数达到 7000 步时，停止模型的继续训练，将它进行导出，然后设

置分类置信度阈值为 0.35，NMS 抑制阈值为 0.2 进行测试。经过一系列测试，

发现经过初步训练的模型，基本达到了检测要求，且检测效果良好。如图 4.19

展示的系列图中，可以发现，对于第一张图，即便路边的告示牌上有文字，但 

是它不会被模型检测出；第二张图，可以较好地检测出招牌区域，且没有对招

牌区域外的其他文字区域进行检测；第三张图正好印证了数据集的采用有效地

解决了 LED 指示牌文字被误识别的情况，可以清楚发现图三中招牌区域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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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初次训练的良好结果 

 

图 4.20 误识别情况 

 

检测出，然而其中的 LED 滚动屏并未被检测出，这也说明了网络成功提取出了

招牌的特征，而不是对所有文字进行提取；第四张图正好突出了深度学习的作

用，在开题阶段，本课题采用传统图像处理的方法尝试处理如第四张图这样的

复杂招牌，但是无论如何调整参数都无法对其进行检出，但是深度学习的方法

成功顺利地检测出了招牌文字区域。 

 尽管，它在许多种情况下有良好的检测效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

图 4.20 所示，两张图都不是招牌，但是都被检测出来。第一张图把一些告示牌

误检测出，该告示牌的特征比较符合招牌文字的排版，但是它并非位于房屋建

筑上，这说明网络还未把房屋信息作为特征进行提取；第二张图的交通告示牌 

也被误检测出来，它也比较符合招牌的文字排版规则，但它被错误检测的原因

极可能是因为它下方是镂空透明区域，这是因为训练集中大部分情况招牌下方

为透明的玻璃门窗，这也许会让模型误以为只要有文字的牌面下方是透明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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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区域即可将其认定为招牌。此外，对于不少图而言，检测结果的置信度不

高，且边界框的边缘性也不是非常好。 

为了解决上述提出的几种问题，本课题采用了一系列手段进行改善。将会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依次提出。 

4.2.2增加迭代次数 

一般而言，大型项目的深度学习模型的迭代次数需要达到几十万步，甚至

更多，由于初步训练时，迭代次数仅仅为 7000 左右，于是为了验证迭代次数对

最终训练效果的影响，增加训练迭代次数至 20000 步，最终发现训练效果有了

显著提升。 

如图 4.21 所示，通过增加迭代次数，虽然在 4000 次时，它的损失值基本上

已经不再下降，但是实际上，通过训练步数的增加，仍旧大幅度提升了网络的

性能。如图 4.22 所示，随着训练迭代次数的增加，由于采用 adam 梯度下降算

法， 模型的学习率不断下降，并趋近于 0。 

 

图 4.21  迭代次数 20000 次的损失值 

 

图 4.22  学习率变化情况 

 

此时，设置分类置信度阈值为 0.4，NMS 抑制阈值为 0.2，进行再次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4.23 和 4.24 所示，其中前面的图均为迭代次数 7000 次时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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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迭代次数增加后的良好结果 1 

 

图 4.24  迭代次数增加后的良好结果 2 

 

图 4.25  迭代次数增加后发现的问题 

 

试结果，而后面的图为迭代次数 20000 次的结果。根据图 4.23,可以明显发现随

着训练步数的增加，SSD 模型的边缘性明显变好，这对图中置信度有少数回升，

但不明显。然而根据图 4.24，两幅图的对比情况明显，一方面边缘性有较大提

升，另一方面，置信度从原先的 0.648 上升到 0.722。此外，由于引入了文字识

别工具，对比两幅图的识别结果，也可以发现，随着网络回归出的边界框的边

缘性上升，其识别结果也会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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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此时置信度和边界框边缘性有所上升，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初步训练时

产生的误识别情况，且除此问题外，还发现了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图 4.25

所示的两幅图所示，左边的图为较为倾斜的招牌图片，它的边缘性很差，这是

因为在训练集未扩增时，获取的样本基本上为正面拍摄的招牌图片。而右边的

图，由于招牌大小都非常小，距离比较远，导致最终无法检测出来，这也是因

为原先数据集的样本数量不够，大量的样本都是正面拍摄的大招牌，没有考虑

小招牌。于是后期采用爬虫算法扩充了数据集的大小，并进行了模型的重新训

练。 

4.2.3数据集扩充后的训练结果 

在未进行详细调整数据集之前，通过简单扩充数据集，将原先 700 张图扩

充到 2500 张左右，不对模型训练过程中的相关超参数进行修改就直接进行再次

训练。 

 

图 4.26  扩充数据集后的损失值 

 

如图 4.26 所示为扩充数据集之后的损失函数值变化，虽然经过约一万次的

训练，它的损失函数基本达到了收敛，即在 14 左右震荡，但是实际上，仍有少

部分情况会出现大的跳动，这很可能是由于样本与样本之中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所产生的。 

此时，设置分类置信度阈值为 0.35，NMS 抑制阈值为 0.2，进行再次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4.27 和 4.28 所示，从两对图中可以发现通过扩充数据集再次训练

对边缘性没有太大提升，但是招牌置信度却反而大幅度下降，第一张图从 0.669

下降为 0.460，第二张图从 0.722 下降到了 0.512。经过分析，置信度进行下降

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先的数据基本上为正面拍摄的大招牌，而扩充后的数据集含

有大量的远处小招牌以及倾斜招牌，还有一些招牌甚至是悬空的浮雕字，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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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SSD 模型更加难以提取招牌的通用特征。因为扩充数据集之前，模型提取

的特征极有可能是位于房屋或透明镂空区域上方的含有字的板块区域。 

 

图 4.27  扩充数据集后的测试结果 1 

 

图 4.28  扩充数据集后的测试结果 2 

 

图 4.29  扩充数据集后解决的问题 1 

 

但是经过扩充数据集之后，并非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由于经过数据集

的扩充，模型提取到的特征更加丰富，模型学习到了更加抽象的招牌概念。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提出的几个问题。按照同样的阈值，经过再次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4.29 和 4.30 所示。图 4.29 上面一对图像是扩充数据集之前的测

试结果，下面的一对图像为扩充数据集之后的测试结果，可以观察到经过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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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扩充数据集后解决的问题 2 

 

数据集，模型不会再次将位于地面上的告示牌和交通指示牌检测出。而图 4.30

的测试结果也可以反映扩充数据集的效果，其中左边的图为扩充数据集之前的

检测结果，模型不能顺利检测出其中的招牌区域，但是通过扩充一些含有悬空

浮雕字的样本可以如其中的右图那样顺利将其检测出。 

但是遗憾的是 SSD 模型仍然不能很好地检测出远处的小招牌，而经过分析

模型的构成和训练方式，本课题采用的模型对太小的物体检测效果不好，这是 

 

图 4.31  300×300 输入图 

 

因为本课题采用的模型按照要求需要投入的图的大小为 300×300。但是如图

4.31 所示，一张 300×300 的图，其中的小招牌区域有些情况连人眼都无法进行

正确判断，更不必说通过训练模型来解决一个连人眼都无法准确判断的问题。

所以鉴于考虑视障人士的实际需求以及本课题的初衷，仅考虑检测近处的招牌

区域，而忽略远处的招牌。章节 4.1.2 中提出调整数据集的方案基本都是基于扩

充数据集之后的训练结果才提出的。除之前提出的几种调整方案外，本课题选

择再次剔除了特别远的招牌和特别小的招牌以及提出一些对样本调整处理的方

式。按照图 4.32 所示，其中左图为处理前含有小招牌的样本，而右图为采用画

图软件剔除小招牌区域后的样本。这样做一方面原因是如上所述的小招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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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是由于原始样本中不仅有小招牌还有大招牌，如果

不对小招牌去除，模型既要训练近处大招牌，又要训练远处大招牌，可能会增

加模型的训练难度。如果不进行剔除也不对其进行标注，也会让招牌样本产生

一定的矛盾，所以最终考虑在样本中含有大招牌和非常小的招牌的时候，选择

用画图软件剔除小招牌。 

 

图 4.32  消除样本中的小招牌 

 

综上所述，通过扩充数据集，尽管在分类置信度上有所下降，但是它并未

影响边界框的边缘性，甚至还解决了一些如误检测和漏检测的问题，还分析了

项目所采用的模型不能解决小招牌检测的问题原因。并基于此，提出了新的调

整数据集的方案。 

4.2.4数据集调整后的训练结果 

经过调整数据集之后，按照相同的训练超参数进行再次训练，在未进行输

入图像测试之前，仅通过对比损失函数，即可发现网络的训练难度以及最终的 

检测效果势必会有所改善。图 4.33 即为经过调整数据集之后再次训练的损失函

数值，它在约一万步左右，就开始达到了收敛，最中迭代次数约为 35000 次，

其损失值收敛到了 11 左右，相比于调整数据集前，其震荡幅度下降，损失值也

从 14 下降到了 11。 

此时，设置分类置信度阈值为 0.35，NMS 抑制阈值为 0.2，进行再次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4.34 和 4.35 所示，其中两对图片中左图均为调整数据集之前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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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结果，而右图为调整数据集之后的测试结果。根据图 4.34 所示，经过调整数 

 

图 4.33  调整数据集后的损失函数 

 

图 4.34  调整数据集后的测试结果 1 

 

图 4.35  调整数据集后的测试结果 2 

 

据集，模型检测结果的置信度有所回升，错误检出情况也有所减少，而其中左

图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错误检出的原因是在调整数据集之前，有不少招牌的标注

是错误的，在标注过程中不小心标注了一些文字区域作为招牌区域，而不是将

整个招牌区域作为标注区域。而根据图 4.35 所示，经过调整数据集之后，模型

的边缘性也有所回升，且模型选择性地忽略了远处的小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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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通过将数据集进行调整之后再次训练，对于大多数情况下，由

于混杂招牌的剔除，使得最终检测结果的置信度有所回升；此外，也减少了错

误检出的情况，并提升了边界框的边缘性。 

4.2.5修改先验框数量及长宽比 

 根据第三章中对 SSD 模型原理的介绍，可以了解到 SSD 模型的训练是基于

先验框和真实目标匹配下的正样本进行卷积计算的。在本项目中，我们考虑将

招牌都视作是横向的，也就是说其长宽比都是大于 1 的。但是原先各个特征层

的先验框长宽比分别为：anchor_ratios=[[2, .5], [2, .5, 3, 1./3], [2, .5, 3, 1./3], [2, .5, 

3, 1./3], [2, .5], [2, .5]]；其中每个特征层都有长宽比为 0.5 和 1/3 的先验框，但实

际上分析我们的样本，即便是倾斜的图片，也很少会有长宽比小于 1 的标注区

域，显然这些长宽比小于 1 的的先验框不仅对于损失函数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而且还会增加训练的难度，于是本项目，考虑去除长宽比小于 1 的先验框，通

过额外增加先验框为：anchor_ratios=[[2, 3],[2, 4, 3, 5], [2, 4, 3, 5], [2, 4, 3, 5],[2, 3, 

4], [2, 3]]。 

 

图 4.36  默认框修改后的损失函数 

 

图 4.37 先验框修改后的测试结果 

 

 如图 4.36 所示，经过约 57000 次的训练，最终损失函数在 17 附近徘徊，震

荡范围约为 15 到 22，之所以损失函数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增大了初始先验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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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比，即增加了先验框与目标物体的交并比，从而额外增加了正样本的数量，

那么在训练过程中就增加了训练样本。 

 最终，设置分类置信度阈值为 0.35，NMS 抑制阈值为 0.2，进行再次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4.37 所示。经过将先验框进行调整后，模型的招牌分类置信度没

有明显提升，这张图仅仅从 0.529 上升至 0.564，这主要是由于并未对数据集进

行扩充和修改，而分类置信度主要是和数据集有关。但是观察其边界框，可以

发现检测的边界框的边缘性有所改善，这主要得益于长宽比大于 1 的先验框与

真实物体进行了更好的匹配所带来的效果。 

 综上所述，修改先验框的长宽比，尽管对于招牌分类置信度没有带来很好

的提升，但是对于边界框的边缘性质有所改善。 

4.2.6测试结果 

 最终将训练好的模型，按照开源代码的测试脚本进行了测试，本项目采用

的评价指标为 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Precision 为精度，Average Precision 

(AP)为一个批次的平均精度。而 mAP 就是所有类别的 AP 平均，由于本项目仅

仅为二分类任务，即检测含有文字的招牌。所以我们测得的 mAP 仅仅为一类物

体的 AP。 

mAP 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所述。物体检测模型返回值包括边界框、置信度。

然后将经过 NMS 之后的边界框按照设定置信度阈值并按置信度从高到低，逐

一去匹配真实目标，如果 IoU 高于一定阈值，则认为匹配成功，不再进行匹配。

若没有匹配上则认为是错误检测。令每个类的正确检测次数为 A，而在该张图

上的目标数量为 B，则一张图的检测精度定义为 A/B。若我们含有 100 张图，

则认为这 100 张图的平均值即为 AP。如果含有多个类，则将 AP 除以类别数即

可得到 mAP。 

本项目采用了约 400 张图作为验证集，按照上述情况分别测试了各个模型

的检测精度。检测结果示例如图 4.38，按照 VOC2007 评价指标，该模型达到的

检测精度为 0.777。最终利用该评价方法对训练阶段的各个模型进行测试，测试

结果如表 4.1 所示，从检测精度可以发现，每一步调整后，对模型的测试精度

都有所提升，除了第三步未对数据集调整时直接扩充数据集训练的模型精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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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这个阶段模型检测的结果的分类置信度大幅度下降，

在评价时很可能有不少低置信度的检测结果被认为是负样本从而降低了精度。 

 

图 4.38  测试结果示例 

表 4.1 各个阶段模型的检测精度 

各个训练阶段的模型 精度（mAP） 

扩充数据集前训练步数 7000步 0.729 

扩充数据集前训练步数 20000步 0.774 

扩充数据集后未调整数据集时 0.738 

扩充数据集且调整数据集后 0.777 

修改先验框长宽比 0.808 

 

通过每个模型的对比，可以发现，增加训练步数之后，模型精度上升了 5%；调

整数据集训练后，模型精度上升了 0.3%；最终修改先验框长宽比之后，精度再

次提升了 3%。最终达到的精度如表格所示为 0.808。而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

据。它已经高于 SSD 作者最终实验得出的结果。然而原作者的 mAP 是在 20 类

物体检测下的平均值，而本项目只对含有文字的招牌进行检测。但在实际图片

测试情况下，基本上模型可以完整将招牌区域检测出。检测结果如图 4.39 所示，

边界框可以顺利将正面招牌、轻微侧面的招牌、多招牌以及对不同天气情况（光

照、黑夜等情况）进行检测。从置信度分析而言，基本上正面大招牌的置信度

通常高于 0.7，往往这些情况的招牌的文字识别精度高，而小招牌或者黑夜情况

下置信度有所下降，往往在 0.4 左右，主要原因是相关训练样本少，这些情况

下模型的文字识别精度会有所下降。但就关于招牌文字检测情况可以说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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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模型可以达到系统设计指标下对不同情况下的招牌文字进行检测。最终

集成文字识别模块的测试结果样例会在章节 4.3 中进行展示。 

 

图 4.39  最终检测结果示意图 

 

4.3 系统的集成 

 训练好模型之后，就可以集成到预先设定好的系统中。 

首先就是将文字识别模块集成到系统中。根据章节 3.6 节介绍的文字识别工

具的使用，该工具需要系统投入本地图片或者网络图片的 URL。本设计采用以

本地图片读入的方式进行集成。由于模型训练后，直接检测图片可以获取相应

的类别和坐标位置。只要利用 Open CV 设置相应的 ROI 即可将对应的招牌文字

区域以图片形式保存到特定设置的文件夹，并按照数字顺序“1”开始编号命名

图片文件，这是为了后续识别模块的方便以及避免模型在重复使用过程中浪费

内存空间。 

章节 3.6 节中介绍的文字识别模块的返回值格式为一个 Python 字典，本课

题需要关注的键值为“words_result_num”和“words_result”。其中前者代表识

别文本行数目，后者代表识别结果，其对应的值为一个内部还嵌套识别结果字

典的列表。本项目考虑利用“words_result_num”和 for 循环将一张招牌中的所

有文本行连接成为一个字符串。然后再结合一张图片中识别出的招牌个数和 for

循环，把一张图片中的所有招牌内容都进行文字识别。但是鉴于考虑到侧面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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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置信度较低，且识别结果不是非常准确，而正面招牌的置信度高，且识别

结果更加准确，于是再引入一个置信度阈值，令高于一定置信度的招牌投入文

字识别模块识别，即将比较正面的招牌投入识别模块进行识别。其识别效果如

图 4.40 所示，上方为被检测的图片，图片下方的列表数据即为识别结果，可以

发现即便是第一张图中较小和模糊的“Kodak”也可以被顺利识别出来；第二

张图含有多张招牌，也可以被顺利识别出；而第三张图中招牌的文字字体有所

变化，但仍然能够被成功识别。这也说明了本系统采用的文字识别工具可以识

别不同字体、不同大小的文字。符合设计指标中提出的以较高精度识别正面招

牌文字的要求。 

 

图 4.40  文字识别模块识别效果 

 

顺利集成文字识别模块后，就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模块，语音识别模块采用

Python 的 pywin32 模块下的 win32com.client 模块，使用非常容易，只要将文字

识别模块的识别结果列表中的字符串，传入模块下的 Dispatch 模块。即令

sp=win32com.client.Dispatch("SAPI.SpVoice")，然后使用 sp.Speak(“字符串内容”)

即可语音输出字符串内容。该模块可以顺利输出中英文、数字。 

这样就顺利完成了静态图片的招牌检测和文字识别。将静态检测转变为视

频流检测仍然需要使用 Open CV 的操作，只需要利用相关模块将视频转换为一

帧一帧的图片，只要视频帧数未被完全提取完毕，即可进行下一帧的提取，然

后类似于将招牌区域保存下来的方式，利用 Open CV 的 rectangle 函数将招牌区

域绘制在图片中。由于文字识别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在检测招牌的同时进行

文字识别，那就会无法实现实时检测和输出。于是，本项目考虑采用利用 waitKey

函数和手动输入特定按键，例如“s”来进行文字识别，同时视频暂停。再按下

其他键时，进行继续检测。如果要投入实际的盲人视觉辅助设备中，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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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牌置信度阈值高于一定情况时，通过语音提醒视障人士自主选择是否进行

文字识别。 

这样就部署好了整个系统。由于本项目采用的深度学习模型并不是轻量级

别的网络，所以它的运算量和参数比较庞大，无法将其集成到计算资源有限的

移动端设备，需要在服务器上配置好相应的运行环境。本系统采用的硬件资源

为 GTX Titian。经过最终实际测试，每秒大约可以实时处理 25.6 张图片，即达

到了 25.6fps，可以做到实时检测。 

4.4 问题与困难 

整个系统的搭建过程中有关训练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已经在上述过程中详

细介绍。本章将介绍一些在算法实行过程中引入涉及到操作系统和硬件资源方

面的问题。 

1）操作系统的影响：由于采用的 tensorflow 版本的 SSD 开源模型是基于

Linux 系统编写的，但服务器环境是 Window10 系统，而 Python 语言在不同的

操作系统中有略微差别。例如在 win10 直接将 voc2007 转换为 tfrecords 格式时，

将会出现如图 4.41 所示情况，这主要是 Linux 系统下的相关文件存储机制和 

 

图 4.41  格式转换错误 

 

Windows 系统存储机制不同。在 Windows 系统下，图片文件按照二进制格式进

行读取，所以需要对相关格式转换下的 Python 脚本中的“r”读取方式改为“rb”。

如将 pascalvoc_to_tfrecords.py 中的 image_data = tf.gfile.FastGFile(filename, 

'r').read()修改成为 image_data = tf.gfile.FastGFile(filename, 'rb').read()。此外涉及

到文件路径的问题时，我们均需要在相应的路径字符串前输入 r，且要将文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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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地址中的“/”修改为“\”。当成功转换文件之后，将会顺利看到如图 4.42 所

示的转换结果和图片数目。 

 

图 4.42  成功转换文件 

 

2）硬件的影响：由于源码训练采用的数据输入格式为“NHWC”即输入批

数、图片高度、图片宽度及通道数。如果训练时采用 CPU 进行训练，Tensorflow

会按照默认的“NCHW”格式输入，这样就会和源码中的相关数据的维度产生

矛盾。然而使用 GPU 训练，即可解决这种问题，因为 GPU 训练时，默认的输

入格式即为“NHWC”。此外，解决了输入格式的问题。就可以输入数据进行训

练。但是当按照训练指令输入后，又会出现如图 4.43 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 

 

图 4.43  无法启动训练 

 

主要原因就是系统采用的 CUDA 版本过低，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升级 CUDA 版

本，也可以调整 GPU 占用率。原先源码的 GPU 占用率为 0.8，通过修改可以将

其设定为 0.333 进行训练，这样即可顺利训练。但是顺利训练过程中，还会出

现突然中断训练的情况。有几次训练过程中，本来损失值已经达到非常稳定的

情况，但由于突然中断，还是打断了训练。经过分析和验证，之所以出现突然

中断的主要原因就是服务器 GPU 资源有限，当许多用户在使用 GPU 时，由于

彼此之间没有沟通好，每个人使用的训练机制也没有对 GPU 的使用提前做好规

划，所以当新用户插入线程时，原先在进行训练的用户将会被中断，所以在训

练模型时，要和服务器的各个用户协商好。然而真正解决这个办法的思路是需

要对 GPU 资源的使用更加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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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本次毕业设计——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在前期调研文

字检测和识别的基础上和结合盲人实际生活需要，着眼于将文字区域定位在招

牌区域上，通过将招牌区域的文字进行识别来达到自然场景文字识别。本课题

从实际出发，基于深度学习算法——SSD，结合 Python 编程语言、各种库文件

和文字识别工具开发出一套对街景招牌文字进行识别的系统，旨在让视障人士

可以通过使用本系统知道眼前所属的店铺名称和地点。获得的最终结果概括如

下： 

1）本课题通过利用照相机拍照和网络爬虫算法获取了 3000 张样本图，并

通过多次调整和标注，构建了 2000 张左右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其中测试集含有

400 张样本，训练集为 1600 张样本。 

2）本课题基于 SSD 模型和经过 ImageNet 数据库预训练的基础网络 VGG16,

通过迁移学习和微调下采样卷积层和输出检测卷积层，并通过调整相应的超参

数和数据集等做到了对招牌的检测；通过测试集进行验证，达到了 0.808 的 mAP

值。可以顺利检测大部分情况下的招牌。 

3）本课题调研了几款文字识别工具，最终选用百度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开源

的文字识别工具，通过利用 OpenCV 和 Python 字典将 SSD 模型和该文字识别

工具进行集成，并做到了快速输出。 

4）通过集成相关语音输出库，将识别的文字结果进行语音输出。 

5）最终完成的系统可以进行视频流实时处理，也可以做到静态图片的检测

与识别，通过实时检测图片中的招牌区域，并将招牌区域中含有的文字信息按

照需求进行语音输出，它对正面招牌内容的检测和识别精度非常高，对侧面招

牌的检测精度稍差。但基本可以完成近距离招牌文字内容的检测和识别。 

5.2 展望 

尽管本项目在招牌文字区域可以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它仍然有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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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发展方向。基于实际用途和应用，概括为如下几类： 

1）识别种类增多：本项目可以通过增加训练样本和种类，不仅仅做到对招

牌区域的检测，还可以做到对例如门牌号、交通车车次号在内的各种文字区域

的检测来增加系统的适用范围； 

2）集成纯文字检测模块：近几年来自然场景文字检测的网络结合和算法都

在不断发展，但是若对所有的文字进行检测和提取对于盲人视觉辅助设备而言

意义不大，且其计算资源有限，难以对整个画面进行实时检测。但是可以将其

作为一个模块集成到各种物体检测模型中，例如本项目设计的招牌文字检测系

统中来进一步提高文字的定位能力； 

3）解决小招牌检出问题与检测速度之间的矛盾：由于本课题采用的 SSD 模

型在设计模型阶段采用归一化为 300×300 的输入图，这种输入对于一些大招牌

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小招牌而言，它的特征会被压缩，从而会出现漏检，

而目前一些可以解决小物体检测的模型，它们的输入基本上都是长宽大于 1000

的像素，但它们的检测速度将非常慢。在检测物体速度和检测目标大小之间需

要有一个折中。这一折中现状只能有待于接下来几年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 

4）检测速度提升：正如之前所述，盲人视觉辅助设备需要做到实时检测，

但本课题最终采用的硬件资源是 GTX Titian 系列的 GPU，它的运算速度远远大

于移动端设备的运算速度，所以如果将本项目的模型直接移植到盲人视觉辅助

设备中将存在检测速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而目前有许多轻量的深度学习网络

选择对检测精度进行一些抛弃而大幅度提升检测速度，并有不少成功移植到手

机端得到了应用（例如 Mobilent[19]等）。 

5）开发自己的文字识别算法：将来也可以结合循环卷积网络 RNN 和构建

文字库开发一套自己的文字识别工具，从而避免需要连接网络使用云端资源去

识别文字。 

所以，用于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

应用前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用于盲人视觉辅助，还可用于结合无人驾驶

技术、提高 GPS 定位系统精度等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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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用于盲人视觉辅助的自然场景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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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习+文献翻译 

研究时间：2017-12-02 至  2017-12-29 

工作内容：调研国内外关于自然场景中的文字、标识的定位和识别方案，了解

计算机视觉领域中有关文字识别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现状。并进行学习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 Open CV 的基础学习。并在此阶段完成翻译一篇和本课题有关的英

文参考文献。 

阶段名称：文献调研+文本定位初步尝试+文献综述 

研究时间：2017-12-30 至  2018-01-26 

工作内容：结合文献制定本毕业设计合理的研究计划和实验方案。尝试编程实

现文字定位的部分工作，整理阅读的文献，完成一份文献综合并准备开题。 

阶段名称：文本定位与文本分割 

研究时间：2018-03-03 至  2018-03-30 

工作内容：根据阅读的文献，设计不同的方案实现文本定位，并根据识别正确

率，选择或者合并多种定位方法来提高文本定位的识别率。并在文本准确定位

的情况下，对文字进行修正从而更好地进行后续文字识别。 

阶段名称：常见字调研建库与文本识别+实验 

研究时间：2018-03-31 至  2018-04-27 

工作内容：调研招牌、路牌等常见字，并生成相应的各种字体、各种字号的字

库，运用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的方法进行文字识别。实地拍摄不同的样本，进

行实验，根据识别结果对软件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改正。 

阶段名称：系统的改进+毕业论文撰写 

研究时间：2018-04-28 至  2018-05-25 

工作内容：尝试进一步改进整个系统，提高文本定位和文本识别的成功率。同

时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 

 



 

 

 

自然场景文字识别技术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例如视觉辅助系统、智能交通

系统、无人驾驶汽车等等。场景图像由于光照变化、观察角度、字体大小等环

境因素，使得它相对于传统的文本文字检测而言识别准确率不高，难以达到工

业应用的要求。此外由于国内外的场景识别主要集中在英文字母和数字的识别

上，对场景识别中的中文识别还比较少。因此需要设计开发文字识别系统对自

然场景中的文字进行检测和识别。   具体研究内容：   一、区域定位部分 1.

基于 SWT 的方法：利用 Canny 算子提取边缘图像，并获取像素点的梯度幅值和

方向，再进行笔画宽度变换（SWT）。再利用启发规则对候选连通域进行筛选。

2.基于 MSER的方法：利用最大稳定极值区域算法（MSER）得到特定的的极值区

域，结合数学形态学运算提取候选字符连通区域。根据字符特点设计一组基于

几何特征的启发式过滤规则，过滤掉非文本区域。3.尝试两种不同的定位方法

设计算法，分析两种不同情况下不同方法下的定位成功率，从而选取一种方法

或者结合两种方法作为文字区域定位的方法。对候选文字区域提取纹理特征，

作为分类器的输入用基于 SVM 的方法进行文字连通域的进一步认证。从而提取

出真正的文本区域并进行分割字符。二、文字识别部分：  将区域定位中获取

的区域切分出来，进行 HOG特征提取，切分区域归一化为一个特定大小的图片。

调研广告牌、招牌、海报等提取常见字，并生成各种字体和大小来训练 KNN 分

类器，再利用 KNN 算法将获取的特定区域进行文字识别。 

起讫日期 2017 年 11 月 23 日 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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