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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课题是面向盲人辅助设备的环境语义生成算法。目前在中国，视障人士的

总量大概在 1300 万左右，其中以及视力残疾的比例在 85％左右。目前在大部分

特定场景下的盲人辅助已经有较为完善的解决办法。但是随着盲人精神世界的日

益丰富，与外界的交互不再仅限于简单场景的交互，而希望能够与周围场景更加

频繁的，主动的交互方式。本项目采用实例分割与语义生成两个深度学习网络，

将盲人眼前的场景通过 RGB-D 相机拍摄下来，并通过两个深度学习网络输出物体

种类、物体相对角度与距离以及整个画面的语义信息，再将这些信息通过语音合

成的方式播报给盲人，使得盲人能够快速理解周围的环境信息。 

 

关键词：实例分割,语义生成,深度学习,盲人辅助  



Abstract 

This topic is the semantic generation algorithm for blind auxiliary equipment . At 

present,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blind people in China is about 13 mill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visual disabilities among them is around 85%. At present, blind people 

are assisted in most specific scenarios and there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solutions. 

However, a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blind people becomes richer,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interaction of simple scenes, but they hope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surrounding scenes more frequently and actively. This project 

uses instance segmentation deep network and semantic generation deep network. The 

scenes in front of blind people are captured by an RGB-D camera. The object types, 

relative angles and distances of objects, and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of the entire 

screen are output through two deep learning networks. This information is then 

broadcast to the blind people via speech synthesis, allowing the blind people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Instance Segmentation, Semantic Generation, Deep Learning, Blind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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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面向盲人视觉辅助设备，其主要目的是使用现有的

RGB-D相机获取彩色RGB图像以及深度图，并运用目前较为成熟的手段识别出

图像中的物体，计算出物体较为精确的距离并对场景中的主要物体之间的关系等

信息转化为语音信息，并通过语音合成的方式播报给视障群体，实现视障群体与

其周围环境的简单交互。 

根据《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视障人士

的总量大概在1300万左右，其中一级视力残疾（没有光感或微弱光感）的比例在

85％左右，即1100万人。这表明，视障人士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而随着公众对视障人士的关注程度逐渐上升，面向视障人士的产品正在逐渐

增多并且逐渐优化。例如绝大部分的智能手机上都配有读屏设备，视障人士可以

通过手机读屏设备获取手机上的文字内容信息。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盲人出

行也正在变得更加方便，其中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导航软件以及优质的互联网打车

软件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一反我们对盲人的刻板印象，盲人通过盲校以及互联网等资源能

够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根据《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数据显

示，在盲人群体中，有56％的盲人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中22％拥有大学及以

上学历。虽然盲人的主要工作仍然为推拿按摩，但是盲人的工作也逐渐呈现出多

元性，其中IT行业以12％居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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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视障⼈群的事业分布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科技的发展，盲人的生活正在逐渐向正常人

的生活趋近，但更加趋向于在某一特定空间内的正常生活。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分支，并且这一领域已经发展超过20

年。由于近几年，硬件性能的提升，使得大量的计算成为可能，使得深度学习能

够迅速崛起。并且有非常多的资源投入到深度学习的开发与利用中。由于大部分

深度学习框架是一种端对端的框架，而且深度学习框架的泛化能力较强，因此能

够在多种领域中得到应用。与传统的机器学习中人工手动设计特征的方式不同，

深度学习自主提取特征的方式使得许多难以提取特征的领域，例如音频领域有了

更好的提取特征的方式。并且使用非线性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的深度学习框架能够

拟合更加复杂的曲线。等等这些优点使得深度学习网络的发展非常快速，并且成

为近5年内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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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正如本文的研究背景所讲述的，当前中国的视障人士多达 1200 万人，但是

在目前的科技发展状况之下，大部分特定的场景下的盲人辅助已经得到了很好

的解决办法。例如超市中的纸币识别，交通路口的斑马线以及信号灯的识别

等。但是这些都是在某些固定场景下与盲人进行信息交流。随着盲人的精神世

界的日益丰富，与外界的交互不再仅限于简单场景的交互，而希望能够与周围

场景更加频繁的，主动的交互方式。例如：某盲人导航软件加入了语音播报周

围商铺信息的功能之后，收到了许多的好评，因为该功能能够提供频次较高，

且质量较高的周围环境信息。 

综上所述，盲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不单单满足某个特定场景的交互，而是

希望能够有更加通用的，全面的交互。除了针对盲人群体的应用价值，实例分

割技术也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一个较为热门的领域。其技术之所以被人所重

视的主要原因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能够使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质量非常高

的彩色图像，而基于高质量图像的实例分割能够给出置信度较高的识别结果，

使其在人脸识别，自动驾驶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图像语义转化也是深

度学习中的一个领域，由于其商业价值还未凸显，因此相关的论文以及研究人

员较少。但是随着深度学习的日益成熟，该领域也在快速发展中。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物体检测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热门方向，多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许

多优秀的深度学习框架用于物体检测。历史上第一个卷积神经网络为 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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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LeCun[1]于 1989 年提出的，其功能是用于识别手写数字。在当时就已经拥

有较高的准确率，并且也已经拥有 Convolution layer，Pooling layer 以及 Full 

connection layer 等这些常见的卷积层，而且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进行优化。但是

由于当时的硬件基础较差，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计算。因此在此之后的一段

时间之内，卷积神经网络的研究处于低谷期。 

 
图 2：LeNet 结构图[1] 

 

    在 2012 的 ImageNet 比赛上，AlexNet[2]网络获得了该比赛的冠军，并且识

别效果远好于其他传统方案。AlexNet 证明了多层网络的 CNN 能够有效提取特

征，并且应用 GPU 可以提高训练速度，使得卷积神经网络再次进入公众的视

野。 

 

图 3：Alex Net 结构图[2] 



 

 

 

5 

    在后续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基础图片特征提取网络被提出，例如 VGG 

Net，Inception，ResNet 等。这些网络提取特征的有效性以及泛化能力都超过了

前人的网络，并且成为了常用的基础网络。 

    受到前人工作的影响，Ross Gishick 等人将卷积神经网络应用到图像检测的

任务中，提出 RCNN[3]网络。这种网络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选择性搜索

部分(Regin Proposal)。RCNN 使用的是传统区域提取方式，即使用选择性搜索

的方式产生 2000 个候选区域，并将这些区域进行归一化，作为 CNN 的标准输

入。第二部分使用 CNN 进行图片特征提取并输出固定维度。第三部分为分类

与边界回归，使用 SVM 分类器用于物体分类与边界回归，并且每一个类都有

一个 SVM。综上所述，RCNN 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首先对于图片的候选区域

需要预先提取，并存储，这会占用较大的空间。其次 RCNN 中的每一个 Region 

proposal 都需要进入 CNN 进行分类，耗时较多。 后 RCNN 进行归一化的操作

会导致物体拉伸或者形变，使得后续操作产生信息丢失。 

    在后续的发展中 Fast-RCNN[4]克服了 RCNN 中的缺点，并且由于这些改

进，提高了检测的速度。Fast-RCNN 将分类与边界回归的工作用全连接成合并

入 CNN 中，这样的做法使得网络的检测不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并且增加了

ROI pooling layer 用于提取候选区域中的特征。 

Fast-RCNN 没有改进 Region proposal 提取方式，使得候选区域的提取依

然比较耗时。而 Faster-RCNN[5]则将候选区域的提取变化到 CNN 的 Feature 

Map 上，而非在原图上进行特征提取。并且提出了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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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取特征。至此，Faster-RCNN 已经成为了端到端的识别网络并且能够实现

较高的准确率。 

Mask RCNN[10]是在 Faster-RCNN 的基础上提出的实例分割网络。Mask 

RCNN 的主要改进是采用了 RoIAlign 网络代替 RoI Pooling 网络，并且使用了

多任务的 loss 函数，提高了识别与 Mask 掩码的能力。 

物体识别算法已经发展了许多年，目前基于深度学习开发的物体识别算法

已经成为了主流，而且有许多的深度学习框架可以使用，例如 Tensorflow，

Pytorch 等。物体识别算法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

SSD[7] 以及 YOLO[6]为代表的一阶段端到端的识别网络，其识别速度较快。

另一类为以 Fast RCNN、Faster RCNN 等为代表的两阶段端到端的识别网络，

其识别精度较高。而对检测物体进行 Mask 掩码的研究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但是由于 Mask 掩码不准确、不能够完全覆盖检测物体等问题，使得对物体进

行像素级别的分割一直无法得到理想的情况。而如果使用 YOLO 或 Faster Fcnn

这类网络进行物体检测并根据 Bounding Box 估计距离，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因

此，对检测物体进行像素级别的掩码对物体角度以及距离估计的精度有一个很

大的提升。 

1.4 论文章节安排 

在本研究论文中，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本次毕设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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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介绍本次毕设的设计方案以及方案中各步骤的基本原理，重点阐

述两种网络的结构。 

第三章：介绍针对本项目采用的数据预处理方案以及训练神经网络中的遇

到的问题。并且对训练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并展示实际使用中的效果。 

第四章：总结项目中的工作要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后续发展进行展

望。 

2.总体设计方案 

    本课题的总体设计方案如下图所示。信息采集部分使用 RGB-D 相机采集

彩色 RGB 图像与深度图像，其中二维的深度图像可以通过相机坐标系到世界坐

标系的变化，变换为三维点云信息，以此来输出距离以及角度信息。 

    将获得的 RGB 图像信息放入“图像-语义” Image Caption[9]深度网络中，获

得高级语义信息。将获得的 RGB 图像信息放入深度网络识别系统 Mask RCNN

中，将获得两个信息，一个是识别物体的类别，一个物体的 Mask。物体的

bounding box 是根据物体的 Mask，获取边界信息计算而得。结合深度信息，通

过二维相机坐标到三维世界坐标的转换，计算出物体的距离信息与角度信息。 

后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告知使用者他们所处环境的语义信息，以及物体

相对使用者的的位置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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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项目流程图 

2.1图像的获取及空间位置映射 

2.1.1 图像获取 

RGB-D传感器目前在世界上较为成熟的方案有Kinect与RealSense两个系列。

本课题采用的是RealSense D400[8]作为系统的主要传感器。 

RealSense D400采用了主动投影以及双目匹配算法。D400的红外投射器能够

投射出红外散斑，然后由双目红外相机获得，并通过集成的匹配算法计算深度图。

这种主动投影的方式能够对室内深度成像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主动投影能够增

加非常多的特征点用于匹配。在室外环境中，主动投影的散斑会被阳光所淹没，

因此室外成像效果略差于室内成像效果。Kinect采用与RealSense类似的成像方式，

但是由于Kinect的体积较大，不适合用于可穿戴设备。而RealSense的体积较小，

非常适合用于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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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RealSense D400 结构图 

  RealSense D400 能够获得的 高RGB图像的分辨率为1920×1080，能够获得

的 高Depth图像的分辨率为1280×720。这样较大尺寸的彩色图像对于识别率的

贡献相较于1280×720的RGB图像而言，提升效果是相对较少的，因此选用

1280×720的RGB图像。由于深度图的成像质量较差，在同一区域内取得的点越

多，在经过相同的滤波与去噪算法之后，取得的距离精度更高，因此选用 高质

量的1280×720的Depth图像。与此同时，将RGB图像与Depth图像处理成相同尺寸

也有助于后续信息合成方面的处理。 

2.2.2空间位置映射 

通过RealSense获得的是相机坐标系下的二维深度图，需要通过坐标转换变

化为三维点云空间。空间点[x,y,z]与深度图中的像素坐标[u,z,d]之间的对应关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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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x ∙ f'
z
	+ C' 

v =
y ∙ f.
z
	+ C. 

d = z ∙ factor 

其中：f', f.为相机在x轴与y轴之间的相机焦距。C'，C.为图像中心点坐标, factor

为相机的缩放因子。D400采集的深度数据的单位为mm。 

2.2实例分割 

本文主要采用以 Tensorflow 为深度学习框架，Mask-RCNN 为实例分割框

架，针对盲人辅助设备开发的场景理解算法。Tensorflow 是 Google 开源的深度

学习框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而且可以使用 GPU 加速训练过程。并且学习社

区完善，便于移植到移动平台。 

Mask RCNN 主要是基于 Faster RCNN 的框架，对其中多个部分进行了改进

而得到的结果。其中 Mask RCNN 中主要由 BackBone 网络以及 Heads Net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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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Mask RCNN 结构图 

2.2.1 Backbone 特征提取网络 

    BackBone 网络是网络中 基础的特征提取网络，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有

多种多样的特征提取网络被提出，而且在 ImageNet 比赛中取得了非常好的识别

准确率。但是不同的网络之间由于结构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计算量的

需求以及网络本身的参数多少影响着训练网络的时间，以及结束训练之后的识

别准确度。因此对于 BackBone 网络的选择需要考虑较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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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不同⽹络的 Top1 准确率、参数个数以及计算次数的关系图[16] 

 

图中横坐标为网络的计算总量，纵坐标为网络识别准确率为Top1的准确度，

每个圆的大小代表参数数量的大小。如上图所示，常见的特征提取网络为

Inception、ResNet、VGG等网络。其中VGG网络需要的参数较多，这意味着训练

VGG网络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训练结束之后运行该网络对于计算量的需求也

较高。Inception与ResNet都是网络参数较少且识别的准确率较高的网络，但是

Inception的网络结构复杂，搭建的难度较高。ResNet虽然网络层数较多，参数的

数量较Inception多，但是网络基本为线性结构，引入了ShortCut结构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梯度消失问题，易于训练。因此使用ResNet[11]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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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 

   ResNet网络的基础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8：ResNet结构图[11] 

本项目中选用的网络是ResNet50，虽然ResNet网络的层数非常多，但是

ResNet根据每一层网络中数据的Channel可以分为五个大层，即Conv1、Conv2、

Conv3、Conv4、Conv5。这五个大层的 后一层的数据都相比上一次中Channel翻

倍，但是数据尺寸减小。 

ResNet解决的问题 

ResNet能够将物体识别等领域的网络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其主要解决的问

题是随着网络深度的增加，网络性能下降的问题。很多深度学习研究者发现，

当他们想要通过加深网络的深度从而提高深度网络的性能时，事实并非如此，

而且还会因为网络加深而导致网络的性能变差。其中的主要原因为梯度传播变

得更加困难。由于网络的深度加深，在向后传播算法中，梯度会变化比较小，

梯度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后接近白噪声。图像具备局部相关

性，因此根据图像计算的梯度也具备局部相关性。而由于网络过深而导致梯度

失去相关性，梯度更新会变得毫无意义。而ResNet采用了ShortCut这样的方法能

够让梯度保持原样向后传播，使得网络加深之后梯度的相关性依然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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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ut的意思是抄捷径，而在此处表示梯度的传播不光能够通过向后传播的

途径，还可以通过ShortCut避开某一层直接传播到下一层。 

 

2.2.2  FPN 网络 

提出背景 

在物体识别领域，随着网络层数的增加，提取出特征的高层语义信息更加

的明显，而底层的物体特征则变少。例如原来244×244的RGB图片 后一次提

取出的特征网络为20×20。这样的结构使得深度网络对小物体的识别率变得非

常低。例如在224×224的图片中20×20的物体经过多次卷积与池化之后的大小为

1.7个像素，由于小物体经过变化后在特征图中的占比小，而且特征图中的信息

更多为语音信息。因此小物体经常被忽略，检出效果差。 

 

常用方法 

    应对这种情况常用的方法为对同一张图片做图像金字塔变化，使得图像在

不同尺度下的特征都能够在训练中得到训练。而使用这种方法的弊端为使计算

量翻倍，例如采用4层的图像金字塔结构及意味着计算量增加了四倍。因此对计

算量的消耗非常大。 

在 新的研究中，采用将底层特征与高层特征结合使用的方法，可以增大

小物体的检出率。例如SSD所使用的结构。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希望网络能

够结合底层的物体特征与高层的语义信息，但是底层与高层之间的语义信息差

距较大，而且由于参数的限制，网络较难将底层的特征全部加入到分类层中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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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Tsung-Yi Lin等人提出FPN[12]。网络结构，该结构能够在

增加很少计算量的情况下，使得网络对小物体更加敏感，提高了小物体的检出

率。 

 
图9：FPN⽹络结构图[12] 

自下而上的路径 

在本文中使用的ResNet50根据结构可以分为5个卷积层。如同上文所示，在

ResNet50的五个层中，每层输出的Channel都在增加，但是每层的尺寸都在减

少。而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随着每层尺寸的减少，该层的Feature Map中的局

部特征也在减少，而更多体现的是整体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分布方式与图像

金字塔中下采样形成多尺寸图像的思路类似。因此认为，每一个大层的输出即

可当做图像金字塔的一层。 

 

自上而下的路径以及横向连接 

自上而下的路径连接是将提取到的特征图通过一个1×1的卷积层，然后经

过2倍的 邻近上采样法合并成为新的特征。其中1×1的卷积层主要目的是更改

该层的channel，使得上下两层的channel维度相同，而对上层使用 邻近采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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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使得其输出的尺寸与下层相同。由于上层中的语义信息相对容易进行分

类，但是由于特征的维度较小，如果只使用上层特征，物体的检出效果较差。

如果只使用下层信息的话，更多的是局部特征，而全连接层将上层的特征与原

始特征合并的目的主要是能够将 上层的语义信息与下层中的局部特征相互结

合，并作为 后的特征使用。FPN 大的优点为增加了多尺度的检测，使得网

络对小物体检测更加敏感，但是对网络整体的计算量以及新增加的参数影响很

少，新增加的计算量非常低。也由此使得小物体检测的可行性更高。 

 

2.2.3 RoIAlign layer 

在 Fast RCNN 中，在预选区域中使用的是 RoI Pooling layer，而在 Mask 

RCNN 中，则改为 RoIAlign layer。在改进之后的预选区域层中，对物体的边

界，尤其是小物体的边界有了更好的重现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为在 RoI 

Pooling layer 中，对于物体的边界是估计经过了两次的近似，这使得小物体的

边界预测准确度较低。而在 RoIAligh layer 中，对物体边界的预测是没有经过近

似的，因此在预测过程中，物体的边界预测精度高。 

 

 

双线性插值 

    在 RoIAlign layer 中使用了双线性插值的方式，这里做简单介绍。双线性插

值即使用两次线性插值，首先在 X 轴上使用线性插值，再在 Y 轴上使用线性插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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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双线性插值说明图 

假设现在已知点Q 66 = 	 x6, y6 , Q 68 = 	 x6, y8 , Q 86 = 	 x8, y6 , 和 

Q 88 = 	 x8, y8 的值，求得图中未知方程的f(x)在点(x,y)的值。 

首先在X轴上使用线性插值: 

f x, y6 ≈
x8 − x
x8 − x6

∙ f Q 11 +
x − x6
x8 − x6

∙ f Q 21  

f x, y8 ≈
x8 − x
x8 − x6

∙ f Q 68 +
x − x6
x8 − x6

∙ f Q 88  

然后在Y轴上使用线性插值: 

f x, y ≈
y8 − y
y8 − y6

∙ f x, y6 +
y − y6
y8 − y6

∙ f x, y8  

 

RoI Pooling layer 

 
图11：ROI Pooling layer说明图 

  如图中所示，在Faster RCNN中采用了RoI Pooling layer的方式作为提取候选

区域的方式。现在我们来重现图上所示的计算，在800×800的图片中，需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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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655×655的物体，在使用了BackBone网络（即图中CNN基础网络，本文使用

ResNet50）提取特征之后图像大小缩小32倍，则原来800×800的图像变为

25×25，而原来655×655的候选区域变为20.75×20.75。而因为“像素”是 小单

位，不会出现0.75个像素，因此将20.75近似为20。而RoI Pooling layer会将候选

区域中的像素Pooling池化成为7×7的Feature Map。理由同上，因此 后将2.86

近似为2。通过这两次近似，使得待检测物体边界变得非常模糊，在较大物体的

情况下依然能够检出，但是小物体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小物体较难检

出的原因之一。 

 

RoIAlign layer 

 
图12：ROI Align Layer说明图 

 

如图中所示，在Mask RCNN中采用了RoIAlign的方式作为提取候选区域的

方式。其中的数学基础“双线性插值”已经在前文中提及。现在我们来重现上图

所示的计算，在800×800的原图中识别600×600的物体。在经过了BackBone的缩

放之后，并非采用原来的方式进行近似，而是保留了计算的结果，同时在转化

为7×7的Feature Map时依然没有近似，这样经过计算之后的像素点大小为

665/(32×7)=2.97,然后利用双线性插值的方式转化为7×7的Featur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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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Align与RoI Pooling的区别在于，RoIAlign没有近似的过程，而是采用了双线

性插值的方式表示该区域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损

失较小。也是因为如此，RoIAlign的小物体识别效果较好。 

 

2.3 Image Caption 结构 

Image Caption 

Image Caption的结构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Incode(图像特征提取)部

分，第二部分是Decode(LSTM解码)。第一部分Incode主要是通过BackBone提取

图片特征，而图片的特征可以认为是高度压缩了图片内的全部信息。然后

LSTM网络用图片特征作为输入，并根据channel逐步展开， 后变为图片的语

义描述。 

 
图13：图像语义⽹络结构图 

 

LSTM 

    LSTM是属于RNN中的一种算法。RNN与CNN 大的不同是，CNN是对整

幅图片做的直接处理，即CNN从网络的开始端就拥有了全部的已知信息，而

RNN获得信息的方式则是逐步获得的。 RNN即如同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先用

有基础知识，然后在利用基础知识理解更高级的知识，即学习的过程是随时间

加深的。因为RNN这样的特性，使得RNN在机器翻译以及文本处理中有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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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RNN Cell结构图（左）   LSTM Cell结构图（右） 

但是RNN在使用时，由于多次迭代的过程中，用tanh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使得在反向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梯度爆炸或者梯度消失等情况。因此RNN能

够处理的文本长度较为有限。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深度学习的研究者使用

LSTM这个结构作为循环神经网络的主体结构。 

LSTM(Long Short Term)[11]网络中，新增加了输入门，遗忘门以及输出

门。如上图所示，遗忘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前一个隐藏层的状态h<=6以及当前

新的输入x<通过激活函数的运算得到一个参数，该参数控制着旧的信息C<=6传

入输出门的比例，即需要遗忘一部分无用或者信息量少的信息。输入门的主要

作用是通过隐藏层的状态h<=6以及当前新的输入x<判断，当前的计算的信息C<传

入输出门中的比例，即消除现有输入中的无用或者信息量少的信息。当信息C<

更新之后，C<会通过输出门，而输出门也是由隐藏层的状态h<=6以及当前新的

输入x<控制，即消除C<中无用的信息。LSTM是通过以上三种门来控制已经得到

信息中的重要程度。对于距离现有节点较远的节点，其中非重要信息会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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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多次之后被消除，而重要信息则会在节点更新之后依然存在。通过这种方

式，既能够保持较新的邻近节点信息，也可以保存较远节点的重要信息。 

Attention 

Attention[9]概念提出的背景为人类观看图片的时候是有选择看图片中的重

点内容，而使用图片提取出的特征作为LSTM的输入时，并非图片上的所有特

征都是重要的语义特征，而只有一部分是重要的语义特征，因此需要对图片特

征中不同的特征分配不同的权重。因此，使用两个全连接层为图片中的特征计

算权重，以此来区分重要特征与非重要特征。 

2.4 语音播报结构 

由于用于训练的数据集中使用的 Captioning 是英文描述，因此在播报过程

中使用英文作为播报语言。目前将文字转换为语音的语音合成技术主要分为两

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单词或者汉字存储在本地，将文本看做单词的集合，

然后依次播放单词或汉字，以此达到语音合成。第二种是将文本上传到云端，

然后利用云端的 API 合成语音再下载到本地进行播放。 

第一种方式的主要缺点如下：首先建立词库需要一定的存储空间，而且随

着词库的不断扩大，存储空间也在不断的增大。其次繁琐的搜索并语音融合将

消耗一定的计算资源。 后，使用这种方法无法考虑到说话时的语音语调。以

英语为例，在不同场合单词的连读、弱读是不同的，而且整个句子中的起伏也

不同，而使用这种简单的合成方式是无法得到近似人类讲话的语音语调。而使

用第二种方法，则可以合成较为自然的讲话方式，使用者使用更加方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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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语音合成需要网络支持，而语音合成的文件大小为 1-2M，在现在的手机设

备上可以快速完成。 

3 方案实施及测试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数据集的选取以及训练测试中的问题与结果。在深度学

习领域中，数据集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了网络生成结果的质量。

拥有好的数据集之后，需要使用相对合理的学习策略使得 Loss 下降到合理值。

后将训练好的网络在实际中使用，得到效果图。 

3.1 数据集 

首先数据集可以采用自己制作数据集与使用例如 COCO、ImageNet 的这种

数据集。首先看一下对数据集的需求是什么，首先制作一个数据集要有以下几

类内容：第一要有较多的分类，因为我们的使用环境不再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

的场景，而是希望能够解读更多的场景，所以希望拥有较多的分类。第二，由

于希望能够对物体实现较为准确的距离测定，需要实现像素级别的标注。如果

使用人工标注，则需要将大部分类使用特殊工具描绘出边框内容，与标注

Bounding Box 不同，标注物体边界需要较高的精度，因此需要耗费更加多的时

间。第三，由于希望能够对场景中的内容产生场景描述的语句，因此希望能够

有语句描述内容。第四，由于使用的网络是多任务网络，而且网络深度非常

高，使用的 Backbone 为 ResNet（50 层）以及后续的多任务网络也较深，并非

VGG16（16 层）或者 YOLO（9 层）的网络。因此对于数据量的要求较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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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数据集的数量不够高，则很可能网络并未完全拟合，效果较差。综上所述，

若采用自己创建数据集的方法，则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物力。因此使用现有的

数据集。 

 

图 15：各个数据集之间类别与类别的数量的关系图[15] 

如上图所示，横坐标表示各类数据集中的类别数量，纵坐标表示某一个分

类中数量的多少。本文 终决定使用 COCO 数据集[14]，其主要原因为 COCO

数据集中物体数量在 80 左右，但是涵盖了 12 个大类别，基本满足日常的识别

需求。其次，每一个物体的图片数量大于一万张，这对于物体识别的鲁棒性有

很大的帮助。 

COCO 数据集 

    

图 16：COCO 数据集类别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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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COCO 数据集在 12 个分类中共标注了 91 类物体。同时，

COCO 数据集在 Github 上发布了读取自己数据的 COCO API，用于读取数据中

的各种数据，非常方便使用。 

3.2 数据处理 

   由于 COCO 数据集拥有自己 COCO API 用于读取数据，因此在读取图片数

据方面不需要额外的工作。 

图片的数据处理主要有两步，首先将图片的较长一边缩放为 1200 像素，并

将空白区域用零像素填充。这样做的原因是，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要求大小一

致，因此需要将图片统一成相同的尺寸。同时，为了对小物体检测更加出色，

将原来的图片尺寸放大为 1200×1200，而为了减小图片中因为缩放而产生的形

变，采用了等比例缩放，并用 0 像素填充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扩大数

据集，采用左右翻转的方式扩大数据集。 

  

图 17：图像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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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数据处理 

在 Image Captioning 网络中，以图片作为输入，以语句作为输出，因此需

要对文本中的单词进行建库，为了达到方便处理的目的。在使用 COCO 数据集

时，是没有词库提供的。因此在图片变为语义描述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词库，

并制定规则。与此同时，需要对 Image Captioning 后输出的语句长度制定单

词上限。其原因是如果设定的语句长度过长，远大于数据集中语句的平均长度

时，使用 LSTM	的循环次数会增加，也就增加了计算量。同时，需要规定词库

单词的上限，去除出现频率较低的单词。如果引入大量低词频单词会使得网络

在训练的过程中收敛更加困难，训练所需要的时间增加。根据 COCO 数据集中

的 Image Caption 的统计， 长描述句子的单词量为 56 个，而大部分句子的单

词个数不超过 40 个。因此将句子的 大长度定为 40。并且，在 COCO 数据集

中出现的单词个数为 10652 个单词，但是根据词频排序的第 5000 个单词的词频

数为 6 个左右，而在 6500 之后的单词词频个数为 1 个，因此将词库的数量定位

5000 个。	

程序语言是无法直接对单词进行操作的，需要将单词进行编码操作。需要

建立单词的索引，即单词的 index，这里根据词频的顺序建立索引。下图展示

了前二十的索引、语句与索引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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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词频前 20 的 word 与 index 

Index	 Word	 Index	 Word	 Index	 Word	

1	 a	 9	 is	 17	 people	

2	 .	 10	 man	 18	 are	

3	 on	 11	 to	 19	 ,	

4	 of	 12	 sitting	 20	 next	

5	 the	 13	 an	 21	 white	

6	 in	 14	 two	 22	 woman	

7	 with	 15	 standing	 23	 street	

8	 and	 16	 at	 24	 table	

同时，将数字 0 作为开始词，即第一个词为 0 即表示语义生成开始。将字

符“.”作为语义结束词，即当神经网络产生“.”时，就停止继续产生新的词语。在

词库中添加词语“UON”，其索引为 5000，该词语的作用是代替未出现的词语，

即在原描述语句转化为索引的过程中，未在词库中的单词索引标注为 5000。在

网络的生成结果中索引为 5000 的单词转化为"UON"。 

语句与索引的转换如下：“a person riding a motorcycle down a street”将被转

换为[1,28,45,1,127,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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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图预处理 

深度图并非像 RGB 图像一样质量非常高，深度图在还原之后，有一部分数

据是无效的，在深度图中的值为 0。在一定范围内深度图的深度信息是不准确

的，即在 0.5m 以内，以及 10m 以外的数据效果是较差的，即深度信息的精度

略低，故这部分信息将作为无效信息。同时，类似视场边角，超出量程的以及

反射率较低的物体，会出现随机噪声，而这些噪声会影响测距的精度。故使用

去噪算法去除。 

去噪算法使用区域生长算法，基于深度图中的面应该是连续的这一假设进

行去噪。去噪算法的基本原理即在候选区域中选择种子作为区域生长的基础，

根据区域生长的条件判断是否进行区域生长。其中确定区域边界的边界条件

为：当在基础点与临近点之间的差距在 0.1m 时，即认为该区域不是连通域，即

不进行区域生长。 后将非连通域面积小于 10×10 的区域删除，即可达到滤波

效果。	

	

       

图 18：深度图原图（左）   滤波后深度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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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训练 

Mask RCNN 训练 

神经网络的训练并非要从头开始，而是可以从一些 Fine tune 的参数入手。

例如 ResNet50 即可以选择使用经过 ImageNet 训练的参数作为初始参数。虽然

ImageNet 中的训练只是对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分类，无法对图片进行标注

Bounding Box，以及对检测到的物体进行 Mask 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认为，经过

ImageNet 训练的网络已经具备了初步提取特征的能力，因此直接使用预训练的

参数会减少训练使用的时间。本文文中使用 Keras 库中预训练的 ResNet50 参

数。 

在训练的过程中，一些超参数可以控制学习的速率以及 终达到的效果。

其中 Learning rat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当参考原论文中 Learning rate=0.2 的

参数时，发生了 Loss 上升的情况。 

 

图 19：Loss-step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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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之前学习的经验以及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此处应该是 Learning rate

过大导致的，但是使用原论文的参数会导致学习速率过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使

用的学习框架不同导致的，本文使用的 Google 的 Tensorflow 框架，而原论文中

使用的是 MXNet 框架，可能是框架中对于反向传播以及 Batch Normalization 的

定义有一些偏差。尝试了几次其他的 Learning rate 之后初步将 Learning rate 确

定为 0.01。但是在 step 进行到 2700 步左右，Loss 的递减过程逐渐消失，出现

了上下波动的情况，即 Loss 停滞在某个稳定值附近，但是此时检测效果并不理

想。经过一些调研，其主要原因是在训练过程中 Learning rate 没有发生变化，

一直为 0.01。但是其实此时的 learning rate 已经相对过大，并不能继续拟合。因

此在此阶段应将 Learning rate 改小，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将 Learning rate 改为

0.001，Loss 曲线继续下降。 

 

图 20：Loss-step 关系图 



 

 

 

30 

本文将 Loss 参数统计并绘制成图标之后，发现 Loss 曲线的抖动略大。并

且需要经常查看 Loss 变化的情况，观察其是否处于停滞状态，需要手动修改

Learning rate。本文通过查阅相关书籍以及参考了相关课程之后，对 Learning 

rate 的策略有了一定了解。之前是在采用较为传统的 SGD 方法训练网络，这样

训练的缺点是，无法使得 Learning rate 应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变化，一段时间之

后需要手动调参。而且并非每一个梯度方向都是 优方向，使用一些策略进行

梯度方向选择可以使训练过程中抖动更少，而且速度更快。基于以上原因，

后选定的优化策略为 Adam。 

g 表示计算所得的梯度。则更新法则为： 

dx = gradient	

moment6 = β6×moment6 + 1 − β6 ×dx	

moment8 = β8×moment8 + 1 − β8 ×dx8	

learning_rate =
learning_rate×moment6	

moment8 + 10=H
	

其中，β6 = 0.9, 	β8 =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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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Loss-step 关系图 

更改了 Learning rate 的更新策略之后，Loss 的变化更加平稳，并逐渐趋于

稳定。  

阶段性训练采取原论文中的策略，先进行 Heads Network 的训练，再进行

全局的网络的训练。	

 

Image Caption 

有了之前 Mask RCNN 的训练经验之后，对于 Image Caption 中未预见较多

的困难，且由于 Image Caption 采用的是较小的网络，且原始输入也采用

224×224 这样较小的输入，因此训练速度较快，训练时长较少。训练 8 小时

后，得到 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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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语音播报 

语音播报选用在线播报的方式。 

在本文的调研下，使用了以下四家的语音 API，百度，谷歌，微软以及科

大讯飞。	

表 2：不同语⾳ Api 对⽐ 

 支持语言                   合成   

 速度                               

使用方式                     使用限制 

百度 仅中文 快速 使用Web Api 自行

建库 

20万次/天 

科大讯飞 仅中文 快速 使用Web Api 自行

建库 

500次/天 

谷歌 包括中英文在内的多

种语言 

速度慢 以集合成库，gtts 无限制 

微软   仅支持 windows 

				 后选用谷歌的 gtts 库作为 终的合成方式，其主要的优点为支持中文、

英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合成，其次 gtts 是高度集成的库，有相关的使用文档便于

使用，只需要解决网络问题即可使用快速的合成。 

使用谷歌 gtts 的网络问题其主要原因为谷歌的服务器不提供国内的服务，

因此需要在其他国家建立网络中转站，将信息通过中转站即可，同时将 gtts 库

中的 http、https 协议中的连接端口改为中转站的接口即可。同时为了更加便于

盲人使用，本项目通过调取 Web Api 将英文语句翻译为中文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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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测试结果 

3.5.1 时间及准确度测试 

    测试主要分为时间测试以及准确度测试。在本项目的背景下，实时性并不

是必须要求，但是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仍然希望能够较快的完成，

否则盲人使用感会较差。准确度的测试分为识别准确度的测试以及语义合成准

确度的测试，主要目的是将训练网络的结果进行量化。 

时间测试 

首先进行批量时间测试。测试图片的数量为 101 张。 

表 3：各部分的运⾏时间 

 总耗时（单位 s） 平均耗时（单位 s） 

Image Caption 121.00 1.19 

Mask RCNN 1713.32 16.9 

text/image_to_voice 40.69 0.39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只需要对一张图片进行操作。由于 Image 

Caption 的 Batch size 是 32，即一次 多能够处理 32 张图片，故 Image Caption

的时间与多张处理的时间会相差较大。而由于 Mash RCNN 与语义合成都是一

次处理一张图片，故而时间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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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图片测试，测试图片数量为 1 张。 

表 4：各部分的运⾏时间 

 总耗时（单位 s） 平均耗时（单位 s） 

Image Caption 37.24 37.24 

Mask RCNN 21.11 21.11 

text/image_to_voice 0.86 0.86 

即处理一张图片的总体时间是：37.24 + 21.11 + 0.86 ≈ 60s	

准确度测试 

Mask RCNN 准确度测试的评判标准是 mAP (mean Average Precision)即通过

计算每一个类的 Precision 和 Recall，然后计算 Prescision 与 Recall 为横纵轴的

曲线与坐标轴包围面积的和，再将所有类取平均值即可得到 mAP。其中识别成

功的标准为 Mask 与 Ground Truth 的 IoU>0.7。 

本项目使用 1200 张图片作为测试集，经过近 6 小时的测试后，计算得到

mAP。 

表 5：常见类的准确度 

 Person Car Bus Giraffe Umbrella 

AP 45.3 35.3 32.3 25.2 29.6 

其中所有类的 mAP 为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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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生成网络的评价标准被 BLEU(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简单

来说就是通过某种规则判断生成语句与参考语句之间的关联程度。其中 BLEU1

即使用 BLEU 评判标准，以 1 个单词为基础评判。BLEU4 即使用 BLEU 评判标

准，以参考句中连续的 4 个单词为基础评判。其详细计算方法请参考文献

[15]。	

表 6：语义生成准确度 

Image caption Bleu1 Bleu2 Bleu3 Bleu4 

准确度 70.2 47.3 31.3 20.3 

3.5.2 实地测试 

实地测试选择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测试。 

 

图 22：浙江大学玉泉正门公交路口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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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义：Good evening, Harry Potter. 13 person, 3 car, 2 potted point, 2 traffic 

light are in front of you. Within 10 meters，there are 3 person on the right. There are 

1 person, 1potted plant on the left. There are nothing in front of you. And here is the 

image captioning, a group of peopl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中文翻译：晚上好，哈利波特。 13 人，3 辆车，2 个盆点，2 个红绿灯在你面

前。在 10 米以内，右边有 3 个人。左边有 1 个人，1 个植物。在你面前没有任

何东西。这里是图像字幕，一群人走在街上。 

 

 

图 23：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十一教学楼正门前	测试结果 

生成语义：Good noon. Harry Potter. 11 person, 23 car, 3 bird, 5 handbag are in front 

of you. Within 10 meters, there are 2 bird on the right. There are nothing on the left. 

There are 4 person, 4 handbag in front of you. And here is the image captioning: a 

couple of people walking down a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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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午安。哈利波特。 11 人，23 辆车，3 只鸟，5 只手提包在你的面

前。在 10 米以内，右边有两只鸟。左边没有东西。在你面前有 4 个人，4 个手

提包。这里是图像字幕：几个人走在街上 

 

图 24：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三教学楼 304 室	测试结果 

生成语义：Good noon, Harry Potter.6 tv,3 keyboard,3 laptop,2 sports ball,2 cell 

phone,3 cup,2 person,2 suitcase, are in front of you.Within 10 meters, there are 1 tv,1 

cell phone,1 person, on the right. There are 1 tv, on the left. There are 3 tv 2 keyboard 

2 laptop 1 sports ball 2 cup 1 suitcase in front of you. And here is the image 

captioning, a laptop computer sitting on top of a desk. 

中文翻译：中午好，哈利波特。6 个电视，3 个键盘，3 个笔记本电脑，2 个运

动球，2 个手机，3 个杯子，2 个人，2 个手提箱，都在您的面前。10 米内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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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视，1 个手机，1 个人在右边。有 1 台电视，在左边。有 3 电视，2 键盘，

2 笔记本电脑，1 运动球，2 杯，1 手提箱在你面前。这是图像字幕，一台笔记

本电脑在桌子上。 

 

 

图 25：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三教学楼正门前	测试结果 

生成语义：Good noon. Harry Potter. 11 person, 13 car are in front of you. Within 10 

meters, there are nothing on the right. There are 2 car on the left. There are 2 car in 

front of you. And here is the image captioning, a car parke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中文翻译：午安。哈利波特。 11 人，13 辆车在你面前。在 10 米内，右侧没有

任何东西。左边有两辆车。你前面有两辆车。这里是图像字幕，一辆停在路边的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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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场景下，本项目都可以较为准确的识别

出场景中的物体，且准确输出距离信息，并通过语义合成的方式播报给盲人。在

较为复杂的室外场景中，能够识别出较远处的车辆、行人、交通信号灯等常见物

体，并且 Mask 掩码准确度较高。在室内场景中，能够识别水杯、手机、电脑等

常见物体，而且小物体识别准确率较高。并且语义生成的结果能够反映图像中的

主要内容，符合项目预期。语音合成以及语言翻译结果与语义合成结果一致，且

速度较快，符合项目预期。 

4 结论 

4.1 项目总结 

在本项目中，调研了目前较为常用的物体识别算法以及语义生成算法，重

点研究了各种网络之间的优劣以及网络参数的多少。同时研究了不同的数据集

之间内容的不同，并针对本项目中不同的任务对数据集中数据做初始化，并训

练了整体网络，完成了整个项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检测以及语义生成能够有效的判断物体在空间中的位

置，并且通过简单的模板播报将距离信息告知盲人，与此同时，输出的语义合

成信息能够提取图片中主要在发生的事情，并将此告知盲人。本项目的主要工

作有以下几点： 

1）针对本项目中的各种情况，分别对图像、文本、深度图做出不同的初始化处

理。对图像进行填充与翻转使得图像的数量增加且更加适用于网络中的训练。

对文本进行了编码处理并且建立基础词库。对深度图进行了降噪处理，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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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影响精度的噪点。 

2）本项目基于 Tensorflow，采用 Mask RCNN 和语义生成网络，分别训练了两个

深度学习网络，并将其应用到盲人对周围环境的语义理解上。  

3）本课题基于 RealSense D400 的 RGB 图像以及 Depth 图像，使用 Mask RCNN

进行物体识别，并使用深度网络进行语义合成，通过语音的方式将其播报给

盲人。 

4.2 项目展望 

本项目中仍然存在着发展空间。为了便于实现各种功能网络，本项目采用

了 python 语言下的 Tensorflow 作为主要框架，虽然 python 语言的逻辑清晰，

便于将思路想法变为程序语言，但是运行速度较慢。如果在后期部署该程序

时，采用 C++语言，其运行速度会有很大提升。同时，针对数据集中还可以针

对盲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在活动范围内的公园景区进行标注识别，能够使得数据

集更加贴近盲人的生活。 

从长远角度分析，为了能够让盲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周围环境，应该能够采

取更加智能的方式，例如类似于 Google Assistant 的对话形式。这样能够快速获

得盲人本身对周围环境中哪些内容较为敏感，提供精确的描述服务，并且能够

更加方便盲人使用。 

在盲人辅助的研究中，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研究者不断探索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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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RGB-D图像的三维场景重建和物体识别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接触深度学习、搭建环境。 

研究时间：2017-11-25 至 2017-12-20 

工作内容：配置相关环境，完成开源深度学习框架搭建。 

阶段名称：初步理解深度算法。 

研究时间：2018-12-20 至 2018-01-20 

工作内容：阅读相关文献，理解算法原理。 

阶段名称：搭建各部分功能框架。 

研究时间：2018-01-20 至 2018-02-20 

工作内容：分别尝试搭建 Mask RCNN 框架，语义合成框架。 

阶段名称：运用现有资源实现功能。 

研究时间：2018-02-20 至 2018-03-20 

工作内容：运用开源深度学习框架，结合数据库，训练深度网络。 

阶段名称：整合算法。 

研究时间：2018-03-20 至 2018-04-20 

工作内容：将 Mask RCNN 框架与语义合成框架整合并完善语音合成。 

阶段名称：准备结题。 

研究时间：2018-04-20 至 2018-05-18 

工作内容：整理材料，准备总结文档与答辩内容。 

	

	

	

	

	

	

	



 

	

任务要求：目前在大部分特定场景下的盲人辅助已经有较为完善的解决办

法。但是随着盲人精神世界的日益丰富，与外界的交互不再仅限于简单场景的交

互，而希望能够与周围场景更加频繁的，主动的交互方式。本课题拟使用 RGB-D

传感器获取图片信息，利用 Mask RCNN 与 Image Caption 两个深度网络将图片中

的信息转化为文字播报给盲人，从而让盲人了解到周围环境的信息。 

          起讫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6 月 8 日 

 

                          指导教师 (签名）           职称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论 文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评语： 

李煜杰同学的论文研究的是基于三维立体视觉的物体识别方法，对于盲人

视觉辅助、机器人视觉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环境感知技术等有着一定的参考价

值。 本项目中，调研了目前较为常用的物体识别算法以及语义生成算法，重点

研究了各种网络之间的优劣以及网络参数的多少。同时研究了不同的数据集之间

内容的不同，并针对本项目中不同的任务对数据集中数据做初始化，并训练了整

体网络，并通过描述场景的方式实现人机交互。经过了系统的训练，较好地完成

了毕业设计的任务。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李煜杰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 RGB-D 图像的三维场景重建和物体识

别”，课题面向盲人视觉辅助设备开发识别算法，帮助盲人更加方便的获取周围

的环境信息。论文选题贴近实际，选题合理。 答辩人首先简要介绍了该项目的

社会意义。随后，详细介绍了课题使用算法的整体框架、实例分割框架、图像文

本描述框架、语音播报的算法框架等。在此之后，答辩人介绍了自己对于各种原

始数据的初始化方案、训练网络的策略以及整体框架相关数据的测试等内容。答

辩人通过 RGB-D 相机获得彩色与深度图像，并基于‘Mask Rcnn’网络与‘Show 

Attention and Tell’网络，识别图像中的物体，并且生成图片描述语句，最后

结合深度图输出距离与角度信息播报给盲人。答辩人完成了毕设的要求。结题答

辩层次清晰，详略得当，展示流畅，并正确回答评委老师问题。 

成绩 

比例 

文献综述 

占（10%） 

开题报告 

占（15%） 

外文翻译 

占（5%） 

毕业论文（设计）

质量及答辩 

占（70%） 

总评成绩 

分值 9 13 4 62 88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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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煜杰 学号                3140103769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 RGB-D 图像的三维场景重建和物体识别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8-06-08 09:00 答辩地点 教三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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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背景：盲人群体独立能力受限，环境和场景感知能力不足。 设计方案：分为三部分，

物体识别、场景描述、深度图像处理。 介绍物体识别所用的 MASK RCNN 结构和优点，介

绍场景描述 RNN 的结构和优点。 介绍 COCO 数据集的标注类型，以及图像预处理、文字预

处理以及深度图预处理的方法。 网络训练：解决 Loss 函数上升、loss 停滞的问题，使用

ADAM 学习策略进行训练。 结果：介绍网络训练的准确度和测试时间，进行目标检测和场

景解释的结果展示。  问：距离是怎么确定的？ 答：通过双目相机的图片匹配，形成深

度图像。 问：文本预处理的目的？ 答：为了训练方便，把句子中单词映射成数字索引。 

问：场景描述是如何拼接的？ 答：一句话的场景描述把网络生成的数字映射为句子即可。

详细的场景描述通过模板实现。 问：代码如何实现？ 答：进行了平台迁移和重写，网络

框架有一定集成度。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8 年 6 月 11 日 

 



 

 

 

 

 

 

 

 

 

 

 

第二部分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



 

 

 

 



 

 

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 RGB-D 图像的三维场景重建和物体识别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时间：2017-12-02 至  2017-12-29 

工作内容：研读国内外论文，确立具体方案。 

阶段名称：深入学习 神经网络 框架 

研究时间：2017-12-30 至  2018-01-26 

工作内容：学习 神经网络 框架，并熟悉使用 Matlab Marvin 神经网络框架，或者

熟悉使用 python TensorFlow 框架。 

阶段名称：研究源代码并开始实验 

研究时间：2018-03-03 至  2018-03-30 

工作内容：详细研读 3D detection 的源代码 并将代码移植，使用自己采集的 3D 

detection 的数据集做实验。 

阶段名称：完善实验 

研究时间：2018-03-31 至  2018-04-27 

工作内容：逐渐完善实验细节 

阶段名称：撰写毕业论文 

研究时间：2018-04-28 至  2018-05-25 

工作内容：根据实验结果与实验过程，撰写毕业论文。 

 

本项目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研究基于 RGB-D 相机 Intel RealSense 的三维

场景 重建和物体识别，验证算法在不同环境下的物品检出效果。利用 RGB-D 相机

获得图像信息同时获得深度信息，采用 TSDF 等特征，并用 CAD 建模构件的理想模

型正样本，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进行分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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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签名）：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本 科 生 毕 业 设 计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姓名与学号  李煜杰  3140103769         

	

指导教师	 	 	 	 	 	 	 	 	 汪凯巍	 	 	 	 	 	 	 	 	 	 	 	
	

年级与专业	 	 	 	 光电 14 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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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三维物体的检测和识别作为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热点正越来越受

到更多的关注。相比于传统二维模式识别中的方法和应用，如已经十分成熟地应用

在各种电子设备当中的人脸检测识别技术，三维物体的检测和识别则包含了更多的

特殊性和挑战。尽管对于空间数据获取的代价在不断降低，但空间数据的处理方法

相对于理想的应用来说仍然显得不够成熟，不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 

从三维点云数据处理上的应用来看，目前集中在从点云数据中提取基本曲面用

于重构三维模型，从点云数据中识别出数据库已有的三维模型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然而这其中大多数算法目前都无法满足实时性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点云数据

单纯的空间信息以及工业应用中点云数据的规模和针对的场景往往过大。而对于一

些小型尤其是室内场景的应用，如互动游戏中的增强现实技术和即将进入人们生活

的智能机器人等，快速三维物体检测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需求。随着RGBD设备的快

速普及，基于RGBD数据的三维物体检测方法将给未来的应用带来深远的影响。与此

同时，关于三维物体检测的文章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简介	

在二维物体识别领域已经渐渐进入工业成熟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室已经开始转

向三维物体的识别，本文将从两个维度介绍三维物体识别。首先将三维物体识别按

照方法分为两类介绍，然后介绍在深度网络中常见的三维深度网络。 

按照使用方法分类，目前的深度识别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3D数据提

取特征，然后对这些特征使用分类器用来区分。一类是使用神经网络训练原始数

据。 



1. 3D 特征提取 

3D特征：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文献中，已经开发了大量形状描述符来绘制关

于3D对象的推断。形状描述符可以分为两大类：三维形状描述符，直接处理对象的

的3D表示，如多边形网格、基于体素的离散化、点云或隐式曲面。 

除了Wu等人 近的工作外[1]，Wu，Song通过三维卷积网从基于体素的物体表

示中学习形状描述符，以前的3D形状描述符主要是根据形状表面或体积的特定几何

特性“手工设计”的。例如，形状可以用表面法线和曲率，距离，角度，三角形区

域或者在采样表面点聚集的四面体体积的方法构建的直方图[2]，又或者使用特征

袋模型来表示，在体积重定义球形函数的特性定义，稠密采样表面点测量的局部形

状直径，多边形网格上的热核特征，或SIFT和SURF特征描述符到三维体素网格的扩

展[3]。在这样的3D形状描述符之上开发分类器和其他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提出

了许多挑战。首先，与图像数据集相比，带有注释的3D模型的组织数据库的大小相

当有限，ModelNet包含大约15万形状（其40个类别基准包含大约4K形状）。相比之

下，ImageNet数据库已经包含了数千万注释图像。其次，三维形状描述往往是非常

高维的，由于所谓的“维度的诅咒”，使得分类器易于超载，从而非常容易产生过

拟合的现象，与此同时，计算量也会呈现指数级的生长。 

但是，于视图的描述符具有许多理想且优异的属性：它们相对较低维，有效

评估，并且对三维形状表示伪像（如孔、完整的多边形网格曲面、噪声表面）具有

鲁棒性。渲染的形状视图也可以直接与其他2D图像，剪影甚至手绘草图进行比较。

一个基于视图的方法的早期例子是Murase和Nayar[4]的工作，它通过匹配它们在不

同姿势和照明条件下由3D模型的大型2D渲染形成的参数特征空间中的外观来识别对

象。另一个在计算机图形设置中特别受欢迎的例子是LightField描述符，它从几个

不同视点渲染的对象轮廓中提取一组几何和傅里叶描述符。还有其他的例子，例

如，可以将对象的轮廓分解成多个不同的部分，然后用有向无环图（冲击图）进行

具体化。Cyr和Kimia[5]基于曲线匹配和相似的视图定义了相似性度量，称为3D模

型的方面图。Eitz[6]等人比较人类的草图与基于局部Gabor滤波器从几个不同的观

点产生的三维模型线图，而施耐德等提出使用费舍向量，SIFT特征代表人的草图的



形状。这些描述符在很大程度上是“手工设计”的，有些不能很好地跨越不同的领

域。因此只能适用于一些特定的情况，甚至有一些特征只能适用于一些特定的数据

集。 

2.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特别是在像ImageNet这样的大型数据集上训练的CNN已经被证

明可以学习通用图像描述符，用于许多视觉任务，如对象检测，场景识别，纹理识

别和细粒度分类。这些深层架构可以适应特定的领域，包括3D对象的阴影插图，线

条图和人体草图，以产生与其他基于视图或3D形状描述符的各种设置相比具有优越

性能的描述符。而且，它们紧凑而有效，可以进行计算。目前已经有关于使用两个

连续视图（双目图像）作为输入来识别具有CNN的3D对象的工作。 

3.常用方法介绍 

本文将主要介绍和深度学习有关方法的一些概论，然后将几种比较经典的方法

在这里做说明。 

二维物体检测器在RGB-D图像：用于RGB-D图像的二维物体检测方法将深度视为

附加到彩色图像上的附加通道，使用手工特征[7]，稀疏编码[8]或递归神经网络

[9]。Depth-RCNN是在RGB-D图像上使用深度网格的第一个对象检测器。他们通过将

深度图编码为附加到彩色图像的三个额外通道（具有地心编码：视差、高度和角

度）来扩展用于基于颜色的对象检测的RCNN框架。[10]通过将3DCAD模型与识别结

果对齐，扩展深度RCNN来生成3D边界框。[11]通过跨模式监督转移进一步改善了结

果。对于三维CAD模型的分类，[12]采用基于视图的深度学习方法，将三维形状渲

染为二维图像。以上这些方法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使用深度信息，

而是将深度信息作为二维图像信息的附加信息加入网络之中，这样处理的信息并不

是原始信息，所以准确度不高。 

3D物体探测器：滑动形状是一个三维物体检测器，运行三维滑动窗口直接分类

每个三维窗口。然而，该算法使用手工制作的特征，算法使用了许多示例分类器，



因此速度很慢。 近，[13]也提出了RGB-D图像上的面向云的渐变特征。在 新的

文章中，Shuran Song利用3DConvNets改进这些手工制作的特征表示，从而可以从

数据中学习强大的3D和颜色特征。以上这些方法的实践者并没有第一种方法多，主

要原因我认为是原始的3D数据集太少的缘故，由于3D信息有多种编码方式，而3D数

据集的标定也很少，这些原因大大限制了3D物体探测特征的研究。 

3D特征学习：HMP3D引入了层次稀疏编码技术，用于RGB-D图像和3D点云数据的

无监督学习特征。该特征在合成CAD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并在RGB-D视频中的场景标

记任务上进行测试。相比之下，监督学习的方式来学习使用深度学习技术的3D功

能，这些技术被证明对基于图像的特征学习更加有效。 

3D深度学习：3DShapeNets介绍了三维深度学习的三维形状建模，并展示了强

大的3D功能可以从大量的3D数据中学习。 近的一些论文中例如[14]也提取了CAD

模型检索和分类的深度学习特征。虽然这些作品是鼓舞人心的，但他们都没有关注

RGB-D图像中的三维物体检测。因此，想要将这些工作直接应用的采集到的原RGB-D

数据集中任然有许多工作需要补充。 

区域检测：对于2D对象提议，以前的方法主要基于合并分割结果[15]。 近，

[16]更快的RCNN引入了一个更有效和有效的基于ConvNet的公式，使得区域检测能

够使用RGB-D数据集。[17]对于三维物体重建，引入了一个MRF公式，手工制作的特

征为街景中的几个对象类别。3D数据集的区域检测仍然在初步发展中。 

 

三、总结 

   随着神经网络的盛行，在三维物体检测领域，也不可避免的掀起浪潮。但是相

比二维数据的两种常用表示方法，RGB与HSV，三维数据表示的多样性依然让三维物

体检测有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同时，由于深度信息的引入，让神经网络面临着“维

度噩梦”这样的困境。但是仍然有许多令人鼓舞的研究。在三维检测发展的初始阶

段，计算能力还不能满足三维数据的计算，很多工作集中在对三维信息的降维，或

者将三维信息作为辅助信息应用到二维检测中。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研究开始提出许多可以直接使用三维信息的网络框架。与此同时，一些整合多样三

维数据的方法也被提出。并且随着更加先进的激光雷达，深度探测器等设备的研

究，三维检测将会成为识别领域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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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三维物体识别在视觉残障人士辅助领域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现居民中仍

有大量的视障人士，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视觉残疾人总数达 

1263 万，为全世界盲人数量 多的国家之一。目前盲人的出行仍不便利，计算机

视觉领域的研究无疑对他们未来生活水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意义。利用图像输入设备

采集图像并进行处理，通过声觉或触觉 感知为盲人提供信息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

盲人辅助视觉系统，对盲人的出行和生活 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随着深度神经网络的快速发展，计算机视觉已经能够成功的应用于生活的方方

面面，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基于二维图像的计算机视觉也存在许多局

限。其中之一便是无法区分真实物体与该物体的二维图像。三维物体的识别，通过

加入深度信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很多深度相机技术正在慢慢成熟，制

造成本也逐年降低，为三维物体识别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本次毕业设计项目主要是利用RGB-D相机Intel RealSense采集到的深度图进行

三维空间的重建，并对三维空间中的大物体进行识别，目的在于能够提高识别稳定

性与正确的检出率。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楼梯的检测主要采用的是颜色分割或者提

取三维物体特征点并使用简单分类器的方法。颜色分割的方法对图像的要求较高，

准确率较低。而三维物体特征点提取这种方法实时性较差。本文将采用三维深度网

络的方法，通过训练，提高楼梯识别的准确率，降低识别速度。 

二、研究方法介绍 

1.课题研究内容： 

本课题旨在对目前世界主流三维神经网络进行学习，并挑选其中适于本课题的

网络进行训练与优化。在训练与优化结束之后，将训练好的网络封装成一个黑盒，



并将 Realsense RGB-D 相机进行连接，将相机拍摄的图像输入网络中，并输出检

测完毕的图像流。训练完的网络需要实现对三维物体的识别，并将其应用到盲人辅

助设备上。 

用于盲人辅助设备的目标检测算法另一个条件是需要具备在移动设备上的实时

性，因为盲人辅助设备需要实现快速识别才能够为盲人的生活提供便利性。所以，

算法 终将对视屏流直接进行处理，并事实给出识别结果。 

2.技术路线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调研，主要选择使用深度图像进行物体识别，相对于

彩色图像的物体识别，深度同向有着图像信息稳定，对遮挡造成的影响不明显等优

点。在本项目中，设计了一种基于计算机视觉，利用深度相机和深度网络，结合室

内重建方法的楼梯识别方法。首先对获取的深度信息做预处理，根据深度信息对三

维空间进行重建。然后将三维信息输入预训练好的神经网络中，获得 终的结果。 

1. 三维信息的获取： 

    采用超声波或者红外激光灯方法采集三维信息的过程繁琐，因为需要在视场内

扫描以此来获得深度图。而RGB-D相机却不需要如此，可以一次性获得全部的深度信

息。本次毕业设计采用微软的Real-sense相机（ZR300或R200） 

2. 3维信息重建。 

    为了辅助盲人通过楼梯这样的障碍物，需要将Real-sense相机中提取的三维信

息进行重建。通过Real-sense相机的IMU模块获得相机的姿态角，将相机提取的三维

信息与世界坐标系建立关系，将相机作为原点，以此将三维信息重建。但是直接使

用3D点云信息计算[1]，非常耗时，而且现有的设备无法承担如此大的计算量。我们

将采用体像素的办法，将3D点云信息进行降维处理。根据[2]的实验结果，体像素的

分辨率为0.1m^3至0.2m^3即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 

3. 神经网络训练。 

     为了达到准群且高速的识别结果，本人将采用三维深度网络(Voxnet)[3]。

Voxnet网络是一种三维卷积神经网络，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C(32，5，2)-C(32，

3，1)-P(2)-FC(128)-FC(K)。选用此神经网络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直接使用深



度信息作为原始信息输入。在本人调研的过程中，许多论文只是将三维深度信息作

为RGB通道下的附加信息。深度信息经过编码之后，增加了原始数据的复杂度，并不

利于神经网络的训练。Voxnet直接将深度信息作为输入数据，能够更加充分的使用

数据。第二，网络结构简单。Voxnet的结构比较简单，而且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分类

结果，这样易于参数调整以及后期训练。第三，Voxnet能够实时检测。优化且训练

完成的Voxnet能够在200ms以内识别物体，已经能够完成对盲人的辅助工作。 

     本人拟使用TensorFlow自己搭建Voxnet网络。Voxnet作者使用的神经网络框架

为Theano。但是，本人认为TensorFlow搭载GPU加速运算的相关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由Google团队维护，在后期的再次开发或者商业使用上都有非常大的优势。

Theano是轻量级神经网络框架，并且更新速度与用户社区维护都不及TensorFlow。 

因此，本人的核心工作就是使用TensorFlow搭建Voxnet，并使用优化参数，在确保

能够实时监测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提高监测的精确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人价

从以下几个步骤开展研究工作： 

第一，建立楼梯三维数据集。尽早开始Voxnet网络的搭建。 

第二，对Voxnet网络的运行情况了解之后，实现基本的识别工作。，同时，考虑将

RGB信息作为附加信息加入网络。 

第三，完成网络之后，将其封装成一个黑盒，与实验室中的Real-Sense RGB-D相机

连接，完成实际检测，并逐步优化参数。 

4. 可行性分析 

     本人拟采用RGB-D相机采集图像。RGB-D相机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并且有许

多公司对其软件进行更新与维护，如微软Kinect[4]，Intel的Real-sense[5]等。本

人采用的Real-Sense相机可以使用主动投影与被动立体匹配的组合[5]。红外激光投

影仪在场景上投影静态不可见近红外图案，并且由红外摄像机获取。图像处理器通

过嵌入式立体匹配算法生成。在无纹理的室内环境中，投影图案能够提供丰富的纹

理，非常有利于深度信息的检测。在室外环境中，阳光的近红外分量能够形成良好

的近红外图像，因此Real-Sence 能够在室内以及室外环境下工作。 

     Voxnet是轻量级神经网络，且盲人辅助设备的运算性能能够和一般的笔记本电

脑比拟，因此训练完成的Voxnet完全能够在盲人辅助设备上运行。 



三、进度安排与预期目标 

1.进度安排 

   1月：采集楼梯数据集，与非楼梯数据集，并对其进行标注，建构完整的数据。 

   2月：学习Python，TensorFlow框架，能够自己建立Voxnet网络，并优化。 

   3月：训练Voxnet网络并对网络的参数进行进一步优化。 

   4月：将网络分装长黑盒，结合深度信息实现识别。 

   5月：整理材料，准备总结文档与答辩 

2.预期目标。 

   1.能够使用Real-Sense获得图像与深度信息。 

   2.能够建立楼梯的数据集。 

   3.能够建立Voxnet网络并且实现部分改进，使其能够适应于盲人辅助设备。 

   4.能够对获取到的视屏流进行处理，时期能够实时识别出视频流中的楼梯，并

给出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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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翻译：用于实时对象识别的三维卷积神经网络 

Daniel Maturana and Sebastian Scherer 

	
    摘要：准确的物体识别是机器人在现实环境中自主运行的关键技能。在现代机

器人系统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像 LiDAR 和 RGBD 相机这样的距离传感器，提供了丰富

的 3D 信息来源，可以帮助完成这项任务。然而，目前许多系统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

信息，并且在处理大量的点云数据方面存在麻烦。在本文中，我们提出 VoxNet，一

个架构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集成体积占用网格表示与监督三维卷积神经网络。我们

使用 LiDAR，RGBD 和 CAD 数据在公开可用的基准上评估我们的方法。VoxNet 达到超

越现有技术的精度，同时每秒标记数百个实例。 

一、简介	

    语义对象识别是自动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真实世界环境中运行的重要功能。与

此同时，有源距离传感器如 LiDAR 和 RGBD 相机也是现代自动驾驶汽车（包括汽车

[1]、四旋翼飞行器[2]和直升机[3]）日益普遍的传感器选择。虽然这些传感器大量

用于避障和测绘，但是它们对环境语义理解的潜力仍然相对较少。我们希望充分利

用这种数据进行物体识别。 

     在本文中，我们解决了在给定三维点云分割的情况下预测对象类别标签的问题，

其可能包括背景杂波。在这个问题上，现有技术的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流水线，由手

工设计的特征的提取和聚合组成，然后输入到现成的分类器中，如 SVM。直到 近，

这也是基于图像的对象识别和计算机视觉中类似任务的 先进的技术。然而，这种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所取代[6]，其中特征和分类是从数据中

共同学习的。具体来说，卷积神经网络（CNN）[7]大大提高了图像对象识别技术的

水平。此后，CNNs 在其他各种任务中表现出了有效性[8]。 

     尽管将基本方法从概念上扩展到体积数据很简单，但是如果存在体系结构和数



据表示（如果有的话）不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性能。而且，体积表示很容易变得难以

计算;也许由于这些原因，3D 卷积网被描述为“噩梦”[9]。 

 

图 1.VoxNet 架构。Conv（f，d，s）指示大小为 d 且在步幅 s 处的滤波器，Pool（m）指示与

区域 m 合并，并且 Full（n）指示具有 n 个输出的完全连接层。我们在实验中显示两个实例的

输入，示例特征映射和预测输出。左边的点云来自 LiDAR，是悉尼城市对象数据集的一部分

[4]。右边的点云来自 RGBD，是 NYUv2 的一部分[5]。我们使用横截面进行可视化。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 VoxNet，一种基本的 3DCNN 架构，可用于创建快速，准确的

三维点云数据的物体类别探测器。正如我们在实验中所展示的，这种架构在三种不

同的 3D 数据源（LiDAR 点云，RGBD 点云和 CAD 模型）的对象识别任务中实现了 高

的精度。 

 

二、相关工作 

A.使用点云的物体识别 

    有大量工作是利用 LiDAR 和 RGBD 传感器的三维点云进行物体识别。这些工作

大部分使用了一个将各种手工特征或描述符与机器学习分类器（[10]，[11]，[12]，

[13]）相结合的流水线。语义分割的情况是类似的，结构化的输出分类器而不是单

输出分类器（[14]，[15]，[16]）。与这些方法不同，我们的结构学习提取特征并从



原始体数据中分类对象。我们的体积表示也比点云丰富，因为它将自由空间与未知

空间区分开来。另外，基于点云的特征往往需要空间邻域查询，这些查询可能很快

就会变得难以处理。 

B.2.5D 卷积神经网络 

随着 CNN 在使用 RGB 图像的任务上的成功，一些作者已经将其用于 RGBD 数据

（[17]，[18]，[19]，[20]）。这些方法将深度通道与 RGB 通道一起简单地视为附

加通道。虽然直截了当，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充分利用数据中的几何信息，并且很

难跨视点集成信息。 

对于 LiDAR，[4]提出了一个本地描述 2.5D 表示扫描的特征，并[21]结合无监

督特征学习的方式来研究这种方法。[22]提出了一个编码，更好地利用三维信息的

深度，但仍然是以二维为中心。我们的工作与这些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了完全的

体积表示，从而导致了对环境的更丰富和更具区别性的表示。 

C.3D 神经网络 

    3D 卷积的体系结构已成功用于视频分析（[23]，[24]）。在这种情况下，时间

就是第三个维度。从算法上来说，这些架构与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但是数据

的本质是非常不同的。 

    在 RGBD 域中，[25]使用无监督的体积特征学习方法作为管道的一部分来检测

室内对象。这种方法基于稀疏编码，通常比卷积模型慢。在同时工作中，[26]提出

了一个生成的三维卷积形状模型，并将其应用于 RGBD 对象识别等。我们在实验中比

较了这个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在 LiDAR 领域，[27]是一个早期的工作，研究一个二维分类任务与 LiDAR 数据

一起使用的 3D CNN。还有我们自己以前的工作[28]，它介绍了 3DCNNs 用于无人机

的着陆区域检测。与这项工作相比，我们用不同形式的 3D 数据来处理更一般的对象

识别任务。我们还研究了不同的占用率表示，并提出了在数据在规模和方向上显着

变化时提高性能的技术。 



三、方法 

     我们的算法的输入是一个点云部分，如果执行检测，它可以来自分割方法，如

[12]，[29]或“滑动框”。该段通常由点云与边界框的交点给出，可能包含背景杂

波。我们的任务是预测段的对象类标签。我们的这个任务系统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代表空间占用率估计的体积网格和直接从占用网格预测类别标签的 3DCNN。我们在

下面部分描述每个组件。 

A. 体积网络 

     占用网格（[30]，[31]）将随机变量（每个对应于一个体素）的三维网格表示

为环境状态，并根据传入的传感器数据和先验知识表明其占用率的概率估计。 

     我们使用占用网格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它们允许我们从距离测量中有效地

估计自由空间，占用空间和未知空间，即使对于来自不同观点和时刻的测量。这种

表示比那些只考虑占用空间与自由空间（如点云）的表示更丰富，因为自由空间和

未知空间之间的区别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形状提示。其次，它们可以用简单有效的

数据结构进行存储和操作。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使用密集阵列来执行我们所有的 CNN

处理，因为我们使用的容量小，而且 GPU 对密集数据的处理效果 好。为了在内存

中保留更大的空间范围，我们使用分层数据结构并根据需要将特定的段复制到密集

的数组中。从理论上讲，这允许我们存储一个潜在的无限量，同时使用小占用网格

进行 CNN 处理。 

B.相关框架与分辨率 

    在我们的体积表示中，每个点（x，y，z）被映射到离散体素坐标（i，j，k）。

映射是一个统一的离散化，但取决于空间中体素格的起源，取向和分辨率。体素化

对象的外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参数。 

    对于原点，我们假定它是作为输入给出的，例如，通过分割算法获得或由滑动

框给出。对于方向，我们假定网格框架的 z轴大致与重力方向对齐。这可以通过 IMU

或重力传感器来实现。这仍然留下一定的自由度，绕 z轴旋转。如果我们为每个对

象定义一个规范的方向，并且能够自动检测这个方向，那么始终将网格与这个方向



对齐是合理的。然而，在实践中从稀疏和有噪点的点云中检测这种取向通常是不平

常的。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数据增强的简单替代方法，在 III-F 中进行

了讨论。 

    对于分辨率，根据数据集，我们采取两个战略。对于我们的 LiDAR 数据集，我

们使用固定的空间 3 分辨率，例如（0.1 米）的体素。对于其他数据集，选择分辨

率以使感兴趣的对象占据 24×24×24 个体素的子体积。在所有的实验中，我们使用

一个尺寸为 32×32×32 像素的固定占用网格。这两种策略之间的权衡是，在第一种

情况下，我们保持由对象的相对规模给出的信息（例如，汽车和人员往往具有一致

的物理尺寸）。在第二种情况下，当体素太小（所以物体大于网格）或者体素太大（因

此细节被混叠消失）时，我们避免了形状信息的丢失。 

C.占据模型 

假设{z_t}^t=T 是给定体素（i，j，k）中（z_t=1）或通过（z_t=0）的距离测量序

列。假设一个理想的光束传感器模型，我们使用三维射线追踪[32]来计算每个体素

的点击数和穿透数。考虑到这些信息，我们考虑 density grid 用于占据网格模型来

估计占据率： 

Density grid：在这个模型中，假设每个体素具有连续的密度，对应于体素将阻挡

传感器束的概率。我们使用[34]中的公式，其中我们跟踪所有（i，j，k）的均匀先

验αi_jk=β、i_jk=1 的 Beta 参数α_ijk 和β_ijk。受测量 z 影响的每个体素的

更新是 

 

D.3D 卷积神经网络 

     选择 CNN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他们可以明确地利用我们项目中的空间结

构。特别是，他们可以学习对分类任务有用的局部空间滤波器。在我们的例子中，

我们期望在输入层次上的滤波器以不同的方向对诸如平面和角的空间结构进行编码。

而且，通过堆叠多个层，网络可以构建代表较大空间区域的更复杂特征的分层结构，

终导致输入占用网格的全局标签。 



      在本文中，我们考虑由以下类型的图层组成的 CNN，如图 1 所示。每种图层

类型都以“名称（超参数）”格式表示为简写说明。 

Input Layer：该层接受一个固定尺寸的 I×J×K 体素网格。在这项工作中，我们

使用 I=J=K=32。根据占用模型，每个网格单元的每个值都从公式 1，公式 2或公式

3更新。在所有三种情况下，我们减去 0.5 并乘以 2，所以输入在（-1，1）范围内;

没有进一步的预处理。虽然这项工作只考虑标量值输入，但我们的实现可以平均接

受每个单元的附加值，例如 LiDAR 强度值或来自相机的 RGB 信息。 

Convolutional Layers C(f，d，s)：这些图层接受其中三个维度是空间的四维输入，

第四个包含特征映射。该层通过将输入与形状为 d×d×d×f 的 f 学习过滤器进行

卷积来创建 f 个特征映射，其中 d 是空间维度，f 是输入特征图的数量。卷积也可

以应用于空间步幅 s。输出通过整流非线性单元（ReLU）[35]，参数为 0.1。 

Pooling Layers P(m)：这些层通过用 大值替换每个 m×m×m非重叠的体素块来

沿着空间维度将输入体积缩减 m倍。 

Fully Connected Layer FC(n)：完全连接的层有 n个输出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输

出是来自前一层的所有输出的学习线性组合，通过非线性。我们使用 ReLUs 保存为

终输出层，其中输出的数量对应于类标签的数量，并且 softmax 非线性用于提供

概率输出。 

E.体系结构 

鉴于这些层和它们的超参数，有无数可能的架构。为了探索这个空间，在我们

之前的工作[28]中，我们对模拟 LiDAR 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任务，对数百个 3DCNN

体系结构进行了广泛的随机搜索。与用于图像数据的现有技术网络相比，几个 佳

性能网络具有少量参数;[7]有大约 6000 万个参数，而我们大多数 好的模型使用

不到 200 万。 

虽然很难有意义地比较这些数字，但考虑到任务和数据集的巨大差异，我们推

测点云的体积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更简单的任务，因为许多图像数据（透视、

照明）已经消失减少或不存在。 

     根据这些先例，我们的模型，Voxnet，结构是：C(32，5，2)−C(32，3，



1)−P(2)−FC(128)−FC(K)，其中，K是分类的数量。VoxNet 本质上是在[28]中报告的

两阶段模型的简单版本。这些改变的目的是减少参数的数量，提高计算效率，使网

络学习更容易，更快捷。该模型有 921736 个参数，其中大多数是从输入到第一个密

集层。 

F.旋转扩大与投票机制 

   正如在第 III-B 小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围绕它们的 z 轴保持物体的一致定向是

不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点云的许多特征被设计为旋转不变的（例如[36]，[37]）。

我们的表示没有固定的旋转不变性;我们提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

题。 

   在训练时，我们通过创建每个输入实例的 n个副本来增加数据集，每个输入实例

围绕 z 轴旋转 360°/n。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将输出层的激活集中在所有 n 个副本

上。在本文中，n是 12 或 18.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票方式，类似于网络如[7]对随

机作物和输入图像的平均值进行平均预测;然而，它是通过彻底的旋转采样进行的，

而不是随机选择。 

    这种方法受卷积翻译的启发，我们在旋转中共享权重。这种方法的初始版本是

通过在训练期间通过 大汇集或平均汇集网络的密集层来实现的，与测试期间相同。

但是，我们发现上述方法在收敛速度明显加快的情况下得出了可比的结果。 

G.多分辨率输入 

     对 LiDAR 数据集的目视检查表明，（0.2m^3）的分辨率保留了分类的所有必要

信息，同时为卡车和树木等大型物体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环境。然而，我们假设一个

精细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区分其他类，如交通标志和交通灯，特别是对于稀疏的数

据。因此，我们实现了一个多分辨率的 VoxNet，它受到[24]的“中心凹”结构的启

发，用于视频分析。在这个模型中，我们使用两个具有相同 VoxNet 架构的网络，每

个网络以不同的分辨率（0.1 米)^3 和（0.2 米)^3 接收占用网格。两个输入都集中

在同一个位置，但较粗的网络在低分辨率下覆盖较大的区域，而精细的网络在高分

辨率下覆盖较小的区域。为了融合来自两个网络的信息，我们连接各自 FC（128）

层的输出并将它们连接到 softmax 输出层。 



H.神经网络细节 

    网络参数的训练由带动量的随机梯度下降（SGD）执行。目标是多项负对数似然

加正则化的 L2 权重的 0.001 倍。SGD 初始化为 LiDAR 数据集的学习率为 0.01，其

他数据集的学习率为 0.001。动量参数为 0.9。批量大小为 32。LiDAR 数据集每学习

8000 个批次的学习率降低 10 倍，其他数据集每个批次减少 40000 个批次。 

在每个图层的输出之后添加丢失正则化。卷积层用[38]提出的方法进行初始化，

而致密层从零均值高斯（σ=0.01）初始化。按照 CNN 培训的常规做法，我们通过添

加每个实例的随机扰动副本来增加数据。扰动副本在训练过程中动态生成，由随机

镜像和移位实例组成。镜像是沿 x 和 y 轴完成的;沿着所有轴在-2 到 2 个体素之间

进行移动。 

我们的实现使用了 C++和 Python 的组合。Lasagne1 库用于计算梯度并加速 GPU

上的计算。根据网络的复杂性，K40GPU 上的训练过程大约需要 6到 12 个小时。 

 

图 2.从上到下，悉尼物体数据集的点云，NYUv2 的点云和 ModelNet40 的两个体素化模型。 

四、实验	

为了评估 VoxNet，我们考虑来自三个不同领域的数据基准：LiDAR 点云，RGBD

点云和 CAD 模型。图 2显示了每个例子。 

LiDAR data-Sydney Urban Objects:我们的第一套实验是在悉尼城市对象数据



集 2上进行的，该数据集包含标记为 Velocityne LiDAR 扫描 26 类城市对象的 631

个城市对象。 我们选择这个数据集进行评估，因为它提供了标记的对象实例和用于

计算占用率的 LiDAR 视点。当对点云进行体素化时，我们使用围绕对象的边界框中

的所有点，包括背景杂波。我们在四个标准的训练/测试分组中对 14 个分类的一个

子集报告平均 F1 得分。 

CAD data - ModelNet: ModelNet 数据集由 Wu 等人介绍。[26]评估三维形状分

类器。ModelNet40 将 151，128 个三维模型分为 40 个对象类别，ModelNet10 是一

个基于 NYUv2 数据集中经常出现的类的子集[5]。作者提供了三维模型以及体素化

的版本，这已经增加了 12 轮。我们使用提供的体素化和训练/测试分割进行评估。

在这些体素化中，对象被缩放到一个 30×30×30 的网格;因此，我们不希望从多分

辨率方法中获益，我们使用单分辨率 VoxNet。为了比较性能，我们报告每个类别的

平均精度。 

RGBD data - NYUv2:Wu 等人也评估了从 NYUv2 数据集获得的 RGBD 点云的方法

[5]。我们使用由作者提供的训练/测试分割，其使用来自 RMRC 挑战的 538 个图像用

于训练，其余用于测试。选择与 ModelNet10 共享一个标签的盒子后，我们获得了

1386个测试样本和1422个训练场地真实样本。Wu等人报告了这些样本的一个子集，

其深度品质较高，而我们使用所有的样本，可能会使得任务更加困难。我们将会提

供分割以方便比较。 

对于这个数据集，我们计算自己的占用网格。然而，为了使结果与 Wu 等人相

比，我们不使用固定的体素大小;相反，我们裁剪物体边界框为 24×24×24，具有 4

个边界的体素;同样，我们使用 12 次旋转而不是 18 次。与悉尼对象数据集中一样，

我们将所有点都保留在对象周围的边界框中，与 Wu 等人不同的是，我们不使用每像

素对象掩模来从体素化去除外围深度测量。 

A. 定性结果 

    Learned filters.：图 3 描绘了来自输入层的一些学习滤波器的截面以及从悉

尼对象数据集的输入中学习到的对应特征图。这层中的滤波器似乎编码了诸如边缘，

角落和“斑点”之类的基元。图 4 显示了 NYUv2 和 ModelNet40 数据集中学到的滤



波器。过滤器在数据集中是相似的，类似于图像数据。 

Rotational invariance：一个自然的问题是网络是否学习了一定程度的旋转不

变性。图 5是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例子，其中两个完全连接的层在输入的 12 个旋转

中显示出高度（但不是完全）不变的响应。 

 

图 3.悉尼对象数据库中第一层 VoxNet 的三个 5×5×5 滤波器的横截面图，右边有相应的特征

图。 

 



图 4.在 ModelNet40 和 NYUv2 数据集中学习到的所选第一层过滤器沿 x，y 和 z 轴的横截面。 

 

图 5.使用图 1（右）的点云作为 12 个不同方向的输入时，VoxNet 的两个完全连接层的神经元

激活。对于第一个完全连接层，只显示了 48 个特征。每行对应于围绕 z 的旋转，并且每列对

应于神经元。激活显示近似的旋转不变性。右边的神经元对应于输出类。 后一列厕所是正确

的答案。接近 90 度时，物体与椅子（第三列）混淆;通过对所有方向进行投票，我们获得正确

的答案。 

 

B.VoxNet 变量 

Rotation Augmentation：我们研究四种不同的旋转增强的情况，这取决于它

是否在训练时间（作为增量）和测试时间（作为投票）应用于 SydneyObjects 和

ModelNet40 数据集。对于在测试时间不进行投票的情况，在测试实例上应用随机方

向，并得到四次运行的平均值。对于没有进行训练时间增加的情况，有两种情况。

在 ModelNet40 中，我们选择规范姿态的对象作为训练实例。对悉尼数据集来说，这

个信息是不可用的，我们使用数据的未修改方向。表 I显示了结果。他们表示训练

时间增加更重要。正如上面定性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没有明确强制执行，网

络也会学习一定程度的旋转不变性。不过，在训练时间的投票仍然有小幅提升。对

于 ModelNet40，当我们训练规范的姿势时，我们发现性能的大幅下降，但是如预期

的那样，在任意姿势上进行测试。悉尼物体没有这样的不匹配，没有明确的效果。



由于旋转增强似乎是一贯的好处，在结果的其余部分，我们使用 VoxNet 旋转增强在

测试时间和运行时间。 

 

Occupancy grids：我们还研究了表二中的占用网格表示的效果。我们发现

VoxNet 对于不同的数据集非常强大。与预期相反，我们发现 HitGrid 的表现与其他

方法相比甚至更好，但差异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区分自由空间和未知空间所提供的

任何优点被密度和二进制网格相对于命中网格的额外视点引起的可变性所抵消。默

认情况下，我们将在下面的实验中使用密度网格。 

Resolution：对于悉尼物体数据集，我们使用体积为 0.1 米和 0.2 米的体素来

评估 VoxNet。我们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区分，F1 为 0.72。另一方面，使用第 III-G 小

节中描述的多分辨率方法进行融合，稍微胜过两者，得分为 0.73。 

Comparison to other approaches:在这里，我们将 VoxNet 与文献中的公开

结果进行比较。表 3 显示了我们 好的 VoxNet 与[21]中的 佳方法，它将无监督

形式的深度学习与 SVM 分类器相结合，[37]设计旋转不变的描述符并用非线性 SVM

对其进行分类。相对于这些方法，我们显示出精度的小幅提高。此外，我们期望我

们的方法比基于非线性 SVM 的方法快得多，因为这些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大数据集。 

后，我们比较了 Wu 等人[26]在 ModelNet10，ModelNet40 和 NYUv2 数据集

分类任务中的 Shapenet 架构，以及在 ModelNet10 上训练的模型对 NYUv2 数据集进

行分类的任务。Shapenet 也是一个容积卷积体系结构。它是训练有素的有鉴别性的

微调，还采用旋转增强训练。ShapeNet 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体系结构，参数超过 1240



万，而 VoxNet 只有不到 100 万。我们不使用 NYUv2 的预训练，而是从零开始训练。

表 IV 显示了 ModelNet 数据集的结果，表 V显示了涉及 NYU 数据集的两个任务的密

度网格（VoxNet）和点击网格（VoxNet Hit）的结果。 

尽管我们使用了更多的不利测试集，但除了跨域任务（第二行）之外，VoxNet

在所有任务中都优于 ShapeNet。我们不确定导致差异的原因。两个模型都在训练时

进行旋转增强;VoxNet 也在测试时间轮流投票，但这只占了 1-2％的提高。使用纯粹

的判别式训练时，VoxNet 的更简单的架构可能导致更好的泛化。另一方面，跨领域

任务的性能较差可能是因为区分性训练不能处理域转移，或者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掩

码来选择点。 

C.时间 

    我们在实验中使用了 Tesla K40 GPU。我们 慢的配置，旋转投票的多分辨率

VoxNet，单独分类需要大约 6毫秒，平均大小为 32 的平均需要大约 1毫秒。根据点

的数量，光线跟踪也可能是一个瓶颈;我们的实现大约需要 2000 毫秒左右的时间（通

常为 LiDAR），但是对于 200 万点而言， 多只需要 0.5 秒，这与 RGBD 可能会发生

的情况相同。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命中网格，或者使用文献中的几种射线追踪

优化策略之一。 

五.结论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提出了 VoxNet，一种 3DCNN 架构，用于从 LiDAR 和 RGBD

点云中进行高效准确的物体检测，并研究了各种设计选择对其性能的影响。我们

好的系统在各种基准测试中胜过 先进的技术，同时实时分类。 

将来，我们对来自其他模态（例如相机）的数据的整合感兴趣，并且将这种方

法应用于诸如语义分割的其他任务。 

 

  



附：原文 

VoxNet: A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Real-Time Object Recognition 

 

Daniel Maturana and Sebastian Scherer 

 

Abstract— Robust object recognition is a crucial skill for robots operating autonomously 

in real world environments. Range sensors such as LiDAR and RGBD cameras are 

increasingly found in modern robotic systems，providing a rich source of 3D information 

that can aid in this task. However，many current systems do not fully utilize this 

information and have trouble efficiently dealing with large amounts of point cloud data. In 

this paper，we propose VoxNet，an architecture to tackle this problem by integrating a 

volumetric Occupancy Grid representation with a supervised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3D CNN). We evaluate our approach on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using 

LiDAR，RGBD，and CAD data. VoxNet achieves accuracy beyond the state of the art 

while labeling hundreds of instances per second. 

 

I. INTRODUCTION 

 

Semantic object re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for autonomous robots operating in 

unstructured，real-world environments. Meanwhile，active range sensors such as LiDAR 

and RGBD cameras are an increasingly common choice of sensor for modern autonomous 

vehicles，including cars [1]，quadrotors [2] and helicopters [3]. While these sensors are 

heavily used for obstacle avoidance and mapping ， their potential for seman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 is still relatively unexplored. We wish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is kind of data for object recognition. 

 

In this paper，we address the problem of predicting an object class label given a 3D point 

cloud segment，which may include background clutter. Most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in this problem follows a traditional pipeline，consisting of extraction and aggregation of 

hand-engineered features，which are then fed into an off-the-shelf classifier such as SVMs. 

Until recently，this was also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image-based object recognition and 

similar tasks in computer vision. However， this kind of approach has been largely 

superseded by approach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6]，where the features and the 

classifiers are jointly learned from the data. In particular，the state of the art for image 

object recognition has been dramatically improved b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s) [7]. CNNs have since shown their effectiveness at various other tasks [8]. 

 

While it is conceptually simple to extend the basic approach to volumetric data，it is not 

obvious what architectures and data representations，if any，will yield good performance. 

Moreover，volumetric representations can easily become computationally intractable; 

perhaps for these reasons，3D convolutional net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a “nightmare” 

[9]. 

 
 

Fig. 1. The VoxNet Architecture. Conv(f，d，s) indicates f filters of size d and at stride 

s，Pool(m) indicates pooling with area m，and Full(n) indicates fully connected layer 

with n outputs. We show inputs，example feature maps，and predicted outputs for two 



instances from our experiments. The point cloud on the left is from LiDAR and is part of 

the Sydney Urban Objects dataset [4]. The point cloud on the right is from RGBD and is 

part of NYUv2 [5]. We use cross sections for visualization purposes. 

 

The key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VoxNet，a basic 3D CNN architectur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create fast and accurate object class detectors for 3D point cloud data. As we 

show in the experiments，this architecture achieves state-of-the-art accuracy in object 

recognition tasks with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of 3D data: LiDAR point clouds，RGBD 

point clouds，and CAD models. 

 

II. RELATED WORK 

A. Object Recognition with Point Cloud Data 

There is a large body of work on object recognition using 3D point clouds from LiDAR 

and RGBD sensors. Most of this work uses a pipeline combining various hand-crafted 

features or descriptors with a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 ([10]，[11]，[12]，[13]).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with structured output classifiers instead 

of single output classifiers ([14]，[15]，[16]). Unlike these approaches，our architecture 

learns to extract features and classify objects from the raw volumetric data. Our volumetric 

representation is also richer than point clouds，as it distinguishes free space from unknown 

space. In addition，features based on point clouds often require spatial neighborhood 

queries，which can quickly become intractable with large numbers of points. 

 

B. 2.5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CNNs on tasks using RGB images， several authors have 

extended their use to RGBD data ([17]，[18]，[19]，[20]). These approaches simply treat 

the depth channel as an additional channel， along with the RGB channels. While 

straightforward，this approach does not make full use of the geometric information in the 

data and makes it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across viewpoints. 

 



For LiDAR，[4] propose a feature that locally describes scans with a 2.5D representation，

and [21] studies this approach in combination with a form of unsupervised feature learning. 

[22] propose an encoding that makes better use of the 3D information in the depth，but is 

still 2D-centric. Our work differs from these in that we employ a fully volumetric 

representation ， resulting in a richer and more discrimin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rchitectures with volumetric (i.e.，spatially 3D) convolution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video analysis ([23]， [24]). In this case， time acts as the third dimension. 

Algorithmically，these architectures work the same as ours，but the nature of the data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RGBD domain，[25] uses an unsupervised volumetric feature learning approach as 

part of a pipeline to detect indoor object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sparse coding，which 

is generally slower than convolutional models. In concurrent work， [26] propose a 

generative 3D convolutional model of shape and apply it to RGBD object recognition，

among other tasks. We compare this approach to ours in the experiments. 

 

In the LiDAR domain，[27] is an early work that studies a 3D CNN for use with LiDAR 

data with a binary classification task. There is also our own previous work [28]，which 

introduced 3D CNNs for landing zone detection in UAVs. Compared to this work，we 

tackle a more general object recognition task with 3D data from different modalities. We 

also study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of occupancy and propose techniqu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when the data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scale and orientation. 

 

III. APPROACH 

 



The input to our algorithm is a point cloud segment ， which can originate from 

segmentation methods such as [12]，[29]，or a “sliding box” if performing detection. The 

segment is usually given by the intersection of a point cloud with a bounding box and may 

include background clutter. Our task is to predict an object class label for the segment. Our 

system for this task has two main components: a volumetric grid representing our estimate 

of spatial occupancy， and a 3D CNN that predicts a class label directly from the 

occupancy grid. We describe each component below. 

 

A. Volumetric Occupancy Grid 

 

Occupancy grids ([30]，[31])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as a 3D lattice of 

random variables (each corresponding to a voxel) and maintain a probabilistic estimate of 

their occupancy as a function of incoming sensor data and prior knowledge.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we use occupancy grids. First，they allow us to efficiently 

estimate free ， occupied and unknown space from range measurements ， even for 

measurem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time instants. This representation is 

richer than those which only consider occupied space versus free space such as point clouds，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ee and unknown space can potentially be a valuable shape cue. 

Second，they can be stored and manipulated with simple and efficient data structures. In 

this work，we use dense arrays to perform all our CNN processing，as we use small 

volumes (32 3 voxels) and GPUs work best with dense data. To keep larger spatial extents 

in memory we use 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s and copy specific segments to dense arrays 

as needed. Theoretically this allows us to store a potentially unbounded volume while using 

small occupancy grids for CNN processing. 

 

B. Reference frame and resolution 

 

In our volumetric representation，each point (x，y，z) is mapped to discrete voxel 

coordinates (i，j，k). The mapping is a uniform discretization but depends on the origin，



orienta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voxel grid in spa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voxelized 

objects depends heavily on these parameters. 

 

For the origin，we assume it is given as an input，e.g. obtained by a segmentation 

algorithm or given by a sliding box. 

 

For the orientation，we assume that the z axis of the grid frame is approximately aligned 

with the direction of gravity. This can be achieved with an IMU or simply keeping the 

sensor upright. This still leaves a degree of freedom，the rotation around the z axis (yaw). 

If we defined a canonical orientation for each object and were capable of detecting this 

orientation automatically，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o always align the grid to this 

orientation. However，it is often non-trivial in practice to detect this orientation from 

sparse and noisy point cloud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imple alternative based on data 

augmentation，discussed in III-F. 

 

For the resolution，we adopt two strategies，depending on the dataset. For our LiDAR 

dataset，we use a fixed spatial 3 resolution，e.g. a voxels of (0.1 m) . For the other datasets，

the resolution is chosen so the object of interest occupies a subvolume of 24 × 24 × 24 

voxels. In all experiments we use a fixed occupancy grid of size 32 × 32 × 32 voxels.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se two strategies is that in the first case，we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the relative scale of objects (e.g.，cars and persons tend to have a consistent 

physical size); in the second case，we avoid loss of shape information when the voxels are 

too small (so that the object is larger than the grid) or when the voxels are too large (so that 

details are lost by aliasing). 

 

C. Occupancy models 

 

Let {z t } t=1 T be a sequence of range measurements that either hit (z t = 1) or pass through 

(z t = 0) a given voxel with coordinates (i，j，k). Assuming an ideal beam sensor model，

we use 3D ray tracing [32]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hits and pass-throughs for each voxel. 



Given this information，we consider three different occupancy grid models to estimate 

occupancy: 

 

Density grid. In this model each voxel is assumed to have a continuous dens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bability the voxel would block a sensor beam. We use the 

formulation from [34]，where we track the Beta parameters α ijk t and β ijk t，0 0 with a 

uniform prior α ijk = β ijk = 1 for all (i，j，k). The update for each voxel affected by the 

measurement z t is 

 
D. 3D Convolutional Network Layers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CNNs are an attractive option for our task. First，they can 

explicitly make us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our problem. In particular，they can learn 

local spatial filters useful to the classification task. In our case，we expect the filters at the 

input level to encode spatial structures such as planes and corners at different orientations. 

Second，by stacking multiple layers the network can construct a hierarchy of more 

complex features representing larger regions of space，eventually leading to a global label 

for the input occupancy grid. Finally， inference is purely feed-foward and can be 

performed efficiently with commodity graphics hardware. 

 

In this paper，we consider CNNs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layers，illustrated 

in Figure 1. Each layer type is denoted a shorthand description in the format 

Name(hyperparameter). 

 

Input Layer. This layer accepts a fixed-size grid of I×J×K voxels. In this work，we use I 

= J = K = 32. Depending on the occupancy model，each value for each grid cell is updated 

from Equation 1，Equation 2 or Equation 3. In all three cases we subtract 0.5 and multiply 

by 2，so the input is in the (−1，1) range; no further preprocessing is done. While this 



work only considers scalar-valued inputs ， our implementation can trivially accept 

additional values per cell，such as LiDAR intensity values or RGB information from 

cameras. 

 

Convolutional Layers C(f，d，s). These layers accept four-dimensional input volumes in 

which three of the dimensions are spatial，and the fourth contains the feature maps. The 

layer creates f feature maps by convolving the input with f learned filters of shape d × d × 

d × f 0，where d are the spatial dimensions and f 0 is the number of input feature maps. 

Convolution can also be applied at a spatial stride s. The output is passed through a leaky 

rectified nonlinearity unit (ReLU) [35] with parameter 0.1. 

 

Pooling Layers P(m). These layers downsample the input volume by a factor of by m along 

the spatial dimensions by replacing each m × m × m non-overlapping block of voxels with 

their maximum. 

 

Fully Connected Layer FC(n). Fully connected layers have n output neurons. The output 

of each neuron is a learned linear combination of all the outputs from the previous layer，

passed through a nonlinearity. We use ReLUs save for the final output layer，where the 

number of outputs corresponds to the number of class labels and a softmax nonlinearity is 

used to provide a probabilistic output. 

 

E. Proposed architecture 

 

Given these layers and their hyperparameters，there are countless possible architectures. 

To explore this space，in our previous work [28] we performed extensive stochastic search 

over hundreds of 3D CNN architectures on a simple classification task on simulated LiDAR 

data. Several of the best-performing networks had a small number of parameters in 

comparison to state of the art networks used for image data; [7] has around 60 million 

parameters，while the majority of our best models used less than 2 million.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se numbers meaningfully，given the vast differences in 

tasks and datasets，we speculate that volumetric classification for point clouds is in some 

sense a simpler task，as many of the factors of variation in image data (perspective，

illumination，viewpoint effects) are diminished or not present. 

 

Guided by this precedent，our base model，VoxNet， is C(32，5，2)−C(32，3，

1)−P(2)−FC(128)−FC(K)，where K is number of classes (Figure 1). VoxNet is essentially 

a simpler version of the two-stage model reported in [28]. The changes aim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parameters and increas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making the network easier 

and faster to learn. The model has 921736 parameters，most of them from inputs to the 

first dense layer. 

 

F. Rotation Augmentation and Voting 

 

As discussed in subsection III-B，it is nontrivial to maintain a consistent orientation of 

objects around their z axis. To counter this problem，many features for point clouds are 

designed to be rotationally invariant (e.g. [36]，[37]). Our representation has no built-in 

invariance to large rotations; we propose a simple but effective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At training time，we augment the dataset with by creating n copies of each input instance，

each rotated 360 ◦ /n intervals around the z axis. At testing time，we pool the activations 

of the output layer over all n copies. In this paper，n is 12 or 18. This can be seen as a 

voting approach，similar to how networks such as [7] average predictions over random 

crops and flips of the input image; however，it is performed over an exhaustive sampling 

of rotations，not a random selection. 

 

This approach is inspir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volution as weight sharing across 

translations; implicitly，we are sharing weights across rotations. Initial versions of this 



approach were implemented by max-pooling or mean-pooling the dense layers of the 

network during training in the same way as during test time. However，we found that the 

approach described above yielded comparable results while converging noticeably faster. 

 

G. Multiresolution Input 

 

Visual inspection of the LiDAR dataset suggested a (0.2 m 3 ) resolution preserves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classification，while allowing sufficient spatial context for 

most larger objects such as trucks and trees. However，we hypothesized that a finer 

resolution would help in discriminating other classes such as traffic signs and traffic lights，

especially for sparser data. Therefore，we implemented a multiresolution VoxNet，

inspired by the “foveal” architecture of [24] for video analysis. In this model we use two 

networks with an identical VoxNet architectures，each receiving occupancy grids at 

different resolutions: (0.1 m) 3 and (0.2 m) 3 . Both inputs are centered on the same location，

but the coarser network covers a larger area at low resolution while the finer network covers 

a smaller area at high resolution. To fuse the information from both networks，we 

concatenate the outputs of their respective FC(128) layers and connect them to a softmax 

output layer. 

 

H. Network training details 

 

Training of the network parameters is performed by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SGD) 

with momentum. The objective is the multinomial negative log-likelihood plus 0.001 times 

the L 2 weight norm for regularization. SGD is initialized with a learning rate of 0.01 for 

the LiDAR dataset 



 
Fig. 2. From top to bottom，a point cloud from the Sydney Objects Dataset，a point cloud 

from NYUv2，and two voxelized models from ModelNet40. 

 

and with 0.001 in the the other datasets. The momentum parameter was 0.9. Batch size is 

32. The learning rate was decreased by a factor of 10 each 8000 batches for the LiDAR 

dataset and each 40000 batches in the other datasets. 

 

Dropout regularization is added after the output of each layer. Convolutional layers were 

initialized with the method proposed by [38]，whereas dense layers were initialized from 

a zero-mean Gaussian with σ = 0.01. 

 

Following common practices for CNN training，we augment the data by adding randomly 

perturbed copies of each instance. The perturbed copies are generated dynamically during 

training and consist of randomly mirrored and shifted instances. Mirroring is done by along 

the x and y axes; shifting is done between −2 to 2 voxels along all axes. 



 

Our implementation uses a combination of C++ and Python. The Lasagne 1 library was 

used to compute gradients and accelerate computations on the GPU. The training process 

takes around 6 to 12 hours on our K40 GPU，depending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IV. EXPERIMENTS 

 

To evaluate VoxNet we consider benchmarks with data from three different domains: 

LiDAR point clouds，RGBD point clouds and CAD models. Figure 2 shows examples 

from each. 

 

1) LiDAR data - Sydney Urban Objects: Our first set of experiments was conducted on the 

Sydney Urban Objects Dataset 2，which contains labeled Velodyne LiDAR scans of 631 

urban objects in 26 categories. We chose this dataset for evaluation as it provides labeled 

object instances and the LiDAR viewpoint，which is used to compute occupancy. When 

voxelizing the point cloud we use all points in a boundingbox around the object，including 

background clutter. To make our results comparable to published work，we follow the 

protocol employed by the dataset authors. We report the average F 1 score，weighted by 

class support，for a subset of 14 classes over four standard training/testing splits. For this 

dataset we perform augmentation and voting with 18 rotations per instance. 

 

2) CAD data - ModelNet: The ModelNet datasets were introduced by Wu et al. [26] to 

evaluate 3D shape classifiers. ModelNet40 has 151，128 3D models classified into 40 

object categories，and ModelNet10 is a subset based on classes that are found frequently 

in the NYUv2 dataset [5]. The authors provide the 3D models as well as voxelized versions，

which have been augmented by 12 rotations. We use the provided voxelizations and 

train/test splits for evaluation. In these voxelizations the objects have been scaled to fit a 

30 × 30 × 30 grid; therefore，we don’t expect to benefit from a multiresolution approach，

and we use the single-resolution VoxNet. For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we report the 

accuracy averaged per class. 



 

3) RGBD data - NYUv2: Wu et al also evaluate their approach on RGBD point clouds 

obtained from the NYUv2 dataset [5]. We use the train/test split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which uses 538 images from the RMRC challenge 3 for training，and the rest for testing. 

After selecting the boxes sharing a label with ModelNet10，we obtain 1386 testing boxes 

and 1422 training ground truth boxes. Wu et al report results on a subset of these boxes 

with high depth quality 4，whereas we report results using all the boxes，possibly making 

the task more difficult. We will make the split available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For this dataset，we compute our own occupancy grids. However， to make results 

comparable to Wu et al we do not use a fixed voxel size; instead，we crop and scale the 

object bounding boxes to 24 × 24 × 24，with 4 voxels of margin; likewise，we use 12 

rotations instead of 18. As in the Sydney Objects dataset，we keep all points in a bounding 

box around the object; unlike Wu et al，we do not use a per-pixel object mask to remove 

outlying depth measurements from the voxelization. 

 

A. Qualitative results Learned filters. Figure 3 depicts cross sections of some learned filters 

from the input layer and corresponding feature maps learned from the input in the Sydney 

Objects dataset. The filters in this layer seem to encode primitives such as edges，corners，

and “blobs”. Figure 4 shows filters learned in the NYUv2 and ModelNet40 datasets. The 

filters are similar across datasets，similar to what occurs for image data. 

 

Rotational invariance. A natural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network learns some degree of 

rotational invariance. Figure 5 is an example supporting this hypothesis，where the two 

fully connected layers show a highly (but not completely) invariant response across 12 

rotations of the input. 



 
Fig. 3. Cross sections of three 5 × 5 × 5 filters from the first layer of VoxNet in the Sydney 

Objects Database，with corresponding feature map on the right. 

 
Fig. 4. Cross sections along the x，y and z axes of selected first layer filters learned in the 

ModelNet40 and NYUv2 datasets. 

 



 

Fig. 5. Neuron activations for the two fully connected layers of VoxNet when using the 

point cloud from Fig. 1 (right) as input in 12 different orientations. For the first fully 

connected layer only 48 features are shown. Each row corresponds to a rotation around z 

and each column corresponds to a neuron. The activations show a approximate rotational 

invariance. The neurons in the right correspond to output classes. The last column，for 

toilet，is the correct response. Near 90 ◦，the object becomes confused with a chair (third 

column); by voting across all orientations we obtain the correct answer. TABLE I 

 
B. VoxNet variations Rotation Augmentation. We study four different cases for Rotation 

Augmentation，depending on whether it is applied or not at train time (as augmentation) 

and test time (as voting) for the Sydney Objects and ModelNet40 datasets. For the cases in 

which no voting is performed at test time，a random orientation is applied on the test 

instances，and the average over four runs is reported. For the cases in which no training 

time augmentation is performed，there are two cases. In ModelNet40，we select the 

object in a canonical pose as the training instance. For Sydney Objects，this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and we use the unmodified orientation from the data. Table I shows the 

results. They indicate that training time augmentation is more important. As suggested by 

the qualitative example above，the network learns some degree of rotational invariance，

even if not explicitly enforced. However，voting at training time voting still gives a small 

boost. For ModelNet40，we see a large degradation of performance when we train on 

canonical poses but test on an arbitrary poses，as expected. For Sydney Objects there is 



no such mismatch，and there is no clear effect. Since rotation augmentation seems 

consistently beneficial，in the rest of the results section we use VoxNet with rotation 

augmentation at both test time and run time. 

 

Occupancy grids. We als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Occupancy Grid representation in Table 

II. We found VoxNet to be quite robust to th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Against 

expectations，we found the Hit grid to perform comparably or better than the other 

approaches，though the differences are small. This is possibly because any advantage 

provided by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free space and unknown space is negated by the extra 

viewpoint-induced variability of Density and Binary grids relative to Hit grids. By default，

we will use Density grids in the experiments below. 

 
Resolution. For the Sydney Object Dataset we evaluated VoxNet with voxels of size 0.1 m 

and 0.2 m. We found them to perform almost indistinguishably，with an F 1 score of 

 

0.72. On the other hand，fusing both with the multiresolution approach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III-G slightly outperformed both with a score of 0.73. 

 

1) Comparison to other approaches: Here we compare VoxNet against publicly available 

results in the literature. 

Table III shows our best VoxNet against the best approach from [21]，which combines an 



unsupervised form of Deep Learning with SVM classifiers，and [37]，which designs a 

rotationally invariant descriptor and classifies it with a nonlinear SVM. We show a small 

increase in accuracy relative to these approaches. Moreover，we expect our approach to 

be much faster than approaches based on nonlinear SVMs，as these do not scale well to 

large datasets. 

 

Finally，we compare against the Shapenet architecture proposed by Wu et al [26] in the 

task of classification for ModelNet10，ModelNet40，and in the NYUv2 datasets，as well 

as in the task of classifying the NYUv2 dataset with a model trained on ModelNet10. 

Shapenet is also a volumetric convolutional architecture. It is trained generatively with 

discriminative fine tuning，and also employs rotation augmentation for training. ShapeNet 

is a relatively large architecture，with over 12.4 million parameters，while VoxNet has 

less than 1 million. We do not use pretraining for NYUv2，but instead train from scratch. 

Table IV shows results in the ModelNet datasets and Table V shows results with density 

grids (VoxNet) and hit grids (VoxNet Hit) for the two tasks involving the NYU dataset. 

 

Despite the fact we use a more adverse testing set，VoxNet outperforms in ShapeNet in 

all tasks except the cross-domain task (second row). We are unsure what causes the 

difference. Both models perform rotation augmentation at training time; VoxNet also votes 

over rotations at test time，but this only accounts for 1-2% improvement. The simpler 

architecture of VoxNet may result in better generalization when using purely discriminative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the worse performance in the cross-domain task may be 

because the discriminative training is les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domain shift，or 

because we did not use masks to select points. 

 

C. Timing We use a Tesla K40 GPU in our experiments. Our slowest configuration，the 

multiresolution VoxNet with rotational voting ， takes around 6 ms when classified 

individually，and around 1 ms when averaged over a batch of size 32.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points，raytracing may also be a bottleneck; our implementation takes around 



two milliseconds for around 2000 points (typical for LiDAR) but up to half a second for 

200k points，as may happen with RGBD. For this situation，one can use Hit Grids，or 

use one of several raytrac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literature. 

 

V. CONCLUSIONS 

 

In this work，we presented VoxNet，a 3D CNN architecture for for efficient and accurate 

object detection from LiDAR and RGBD point clouds，and studied the effect of various 

design choices on its performance. Our best system outperform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various benchmarks while performing classification in real time. 

 

In the future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from other modalities (e.g.，

cameras)，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to other tasks such as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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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和开题报告评语及成绩评定： 

李煜杰同学的选题研究基于 RGB-D 相机 Intel RealSense 的三维场景重建和物体识别，应用背景清

晰，对于盲人视觉辅助乃至机器人视觉有着现实应用潜力。答辩按照要求进行了物体识别相关资料调研，

提出使用三维信息重建的方式完成物体和场景识别，研究方案合理，原理清楚，技术路线可行，并制定

了合理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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