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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课题旨在通过 RGB 彩色相机获取周围环境的图像信息，并通过深度学习

的方式识别出盲人眼前的物体的种类和位置，辅助盲人在超市中购物。本文搭建

了一套基于 SSD 网络的目标检测系统和一套基于 MobileNets 网络的目标分类系

统，并自行构建两套共 9 类图像数据库用于训练神经网络。同时搭建了 Android 

–TensorFlow 接口，把目标分类网络移植到 Android 手机上。最后在 Android 端

加入语音播报功能，实时将识别得到的物体反馈给盲人。 

 

关键词：盲人，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目标检测，目标分类 

 

 

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obtain the image inform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rough RGB color camera, and uses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 to identify the type and 

location of the object in front of the blind person, which assists the blind person to shop 

in the supermarket. This paper builds a target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SSD network 

as well as a target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MobileNets network, and builds two 

sets of image databases containing 9 categories in total for training neural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builds Android - TensorFlow interface to deploy target 

classification network on the Android phone. Finally, a voice announcement function 

is added to the Android terminal to feed back the recognized object to the blind person 

in real time. 

  

Key words: blind people, deep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arget detection, 

targe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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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课题是大课题盲人视觉辅助设备中的一个细分领域，旨在运用基于深度学

习的目标检测领域相关网络和算法进行超市中密集小物体的检测，并将检测结果

反馈给盲人，帮助盲人提升在超市场景中有的适应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视力障碍和失明人士的统计数据来

看，全球目前约有 2.53 亿人口存在视力障碍。其中 3600 万人口为失明人士，2.17

亿人口有中度至重度视力障碍。在中国范围内，失明人士数量达 1300 万，为世

界上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每 100 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盲人。由此可见，盲人群体

数量十分巨大。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感知系统。根据教育学家的分

析,人类日常生活中获取的经验中约 40%来自视觉, 约 25%来自听觉, 约 17%左

右来自触觉，其余的来自于其他感知系统,如嗅觉等等。其中,视觉是人类经验和

知识的主要来源。图片信息对于人类感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的媒介信息。丧失

了视觉能力,人类失去了将近一半的感觉来获取经验。因此解决视障人士对视觉

信息获取问题成为了迫切需要。 

计算机视觉是当前深度学习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而目标检测是计算机视觉

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电子设备的应用在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 数

字图像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信息媒介, 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海量的图像数据。与此

同时, 对图像中的目标进行精确识别变得越来越重要[1]。我们不仅关注对图像的

分类, 而且希望能够准确获得图像中存在的感兴趣目标及其位置[2]。 

目标检测包括两个部分，包括目标分类和目标定位。目标分类负责判断输入

图像中是否有感兴趣类别的物体出现,输出一系列带分数的标签表明感兴趣类别

的物体出现在输入图像的可能性；而目标定位负责确定输入图像中感兴趣类别的

物体的位置和范围,输出物体的包围盒,或物体中心,或物体的闭合边界等,通常方

形包围盒是最常用的选择[3]。 

本课题研究超市场景下的物体检测和分类两种算法，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

其目的在于帮助盲人获取特定环境中图像的位置与分类信息，并进行处理。该过

程等价于把盲人的视觉处理系统转移到了实验室开发的盲人辅助设备上，使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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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机等传感器获取环境信息，并识别出其中小物体的种类和位置，如电脑、背

包、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盲人在超市环境中以最快的

方式找到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并且增强了盲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独立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标分类，检测及分割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三大任务，图 1.1 展示了三大任务

之间的差异，本次课题涉及前两类任务目标分类与检测。目标分类是返回单张图

片中置信度最高的类别，通常是对应图像中最明显的物体；目标检测则除了返回

单张图片中所有检出物体类别外，还需返回该目标的位置。 

 

图 1.1 目标分类、目标检测、目标分割的对比 

1.2.1 目标检测算法 

目前主流的目标检测算法是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 two-stage 检测算法，即将检测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产生候选区

域（region proposals），第二步对候选区域分类（classification）和定位（localization）。

主要代表算法为由 Ross Girshick 等人提出的 R-CNN 系列网络，包括 R-CNN，

Fast R-CNN，Faster R-CNN 等[4,5]。 

R-CNN 系列网络流程图如图 1.2 所示。网络首先使用 selective search 算法提

取输入图片中可能含有被检目标的区域，再将这些区域压缩至统一大小（227*227）

并输入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在最后一层将特征向量输入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s）分类器，得到该候选区域的种类。该算法仅在第二步才使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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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神经网络，而第一步使用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算法，这直接导致了该算法复杂度

高，检测速度慢。因为传统算法通常是在 CPU 内计算，这将消耗大量计算时间。 

 

图 1.2 R-CNN 网络流程示意图 

 

第二类是 one-stage 检测算法，即不需要进行候选区域阶段而直接回归目标

类别和位置的算法这类算法通过牺牲检测精度来达到提升检测速度的目的，代表

算法为由 Joseph Redmon等人提出的YOLO系列网络[6]（包括YOLO，YOLO9000，

YOLOv3 等）和由 Wei Liu 等人提出的 SSD（Single Shot Detector）系列网络（包

括 SSD，DSSD 等）[7]。 

YOLO 系列网络框架图如图 1.3 所示，其核心思想是直接从图片中回归出目

标物体的位置和种类而摈弃了传统的机器视觉算法，实现了模型检测的端到端

（end-to-end）特性。对给定的每一个输入图像，YOLO 首先将其划分成 s*s（文

中[6]令 s = 7，即维度为 7*7）的网格；并对于每个网格，预测 B（文中[6]令 B = 

2）个边框，包括每个边框是目标的置信度以及每个边框区域在多个类别上的概

率；最后预测出 7*7*2 个目标窗口，并用非极大值抑制去除冗余窗口即可。YOLO

算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目标检测任务引入可实时检测阶段，大幅扩展了深度学习

在目标检测领域的应用范围。 

 

图 1.3 YOLO 系列网络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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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系列网络框架图如图 1.4 所示，其设计初衷在于能保持实时检测的条件

下进一步提高检测精度。考虑到 YOLO 仅仅将图像进行简单地网格划分和处理

会导致定位不精确等问题以及基于候选区域的方法又有定位较精确的优点，因此

SSD 就结合了 YOLO 和 anchor box 的方法进行检测，结果也是比 yolo 在精度上

提高很多，能达到 72%mAP，且检测速度为 58fps。以下为 SSD 的网络图： 

 

图 1.4 SSD 系列网络框架图 

1.2.2 目标分类算法 

深度学习最早进入计算机视觉领域便是完成目标分类任务，而这类网络的开

端是 Yann LeCun 等人在 1998 年发表的《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8]，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卷积神

经网络 LeNet，其网络框架如图 1.5 所示。这个网络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包含

了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等现代 CNN 网络的基本组件。 

 

图 1.5 LeNet 网络框架图 

 

2012 年，Alex Krizhevsky 等人提出了 AlexNet 网络[9]，其网络框架图如图

1.6 所示。该网络在当年 ImageNet 图像分类比赛中，top-5 Accuracy 比去年高了

10 个百分点，且远超当年的第二名。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网络，标志着卷

积神经网络正式成为目标分类问题中的核心算法模型。该算法成功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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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非线性激活函数 ReLU；2）利用防止过拟合的方法 Dropout, Data 

Argument；3）使用百万级的数据库 ImageNet 进行训练；4）GPU 实现。 

 

图 1.6 AlexNet 网络框架图 

 

2014 年，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研究组 VGG（Visiual Geometry Group）提出

VGG-Nets[10]，该网络是 2014 年 ImageNet 竞赛定位任务（Localization task）中

第一名和第二名使用的基础网络。由于 VGG-Nets 具备良好的泛化性能，其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的预训练模型（pre-trained model）被广泛应用于除最常用的

特征选取外的诸多问题：如生成目标候选框、小物体定位与检索、图像协同定

位等。VGG-Nets 是从 AlexNet 优化而来，主要修改了以下两个方面：1）在第

一个卷积层使用更小尺寸的 filter；2）支持多尺度（multi-scale）地训练和测试

图片。本次课题所使用的 SSD 网络中的基础网络也是 VGG-Nets。 

2015 年，Kaiming He 等人提出深度残差网络（ResNet）[11]。其很好的解决

了传统网络深度在训练过程中存在的梯度爆炸或者梯度消失等问题，它的网络

性能远超传统网络模型，这使得它在 ILSVRC 2015 和 COCO 2015 竞赛的检

测、定位和分割任务中均斩获第一。与传统 VGG-Nets 相比，残差网络实际上

是更深层的 VGG-Nets，只不过其用全局平均池化层（global average pooling 

layer）替代了 VGG-Nets 网络结构中的全连接层，这样使得 ResNet 网络的参数

大大减少，并且减少了过拟合风险。图 1.7 展示了深度残差网络中两个不同的

残差学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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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两种不同残差学习模块，左图为常规学习模块， 

右图为瓶颈（bottleneck）学习模块 

 

   2017 年，Andrew G. Howard 等人提出了 MobileNets[12]，该网络主要是为移

动设备和嵌入式设备设计，因此相比于前几个大体积的网络，该网络的数据量

大大降低。其实现原理是用 DepthWise 卷积方式替代传统的卷积，即用逐通道

处理的 2D 卷积和 1*1 的 3D 卷积来替代普通的 3D 卷积。替换后，网络的参数

量将变成原本的 10%，大大提高了网络的速度，使得其在移动设备和嵌入式设

备上的运行成为可能。图 1.8 展示了两种不同卷积方法的网络结构对比。 

 

图 1.8 两种不同的卷积实现方式：左图为常规实现， 

右图为 MobileNets 实现 

 

1.2 主要设计任务及预期目标 

本课题的主要工作是搭建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网络框架的系统来辅助盲人在

超市场景中进行自主购物。本课题将选择目标检测算法中的 SSD 网络和目标分

类算法中的 MobileNets 网络，分别设计两个系统来进行物体识别。与此同时，构

建超市日常生活用品数据集，利用基于 SSD 网络的物体检测系统在搭载 Tita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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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的服务器上实时返回物品的类别和位置，并利用基于 MobileNets 的目标分

类系统在 Android 手机上实时返回物体类别并进行语音播报。 

 

2. 系统设计方案 

2.1 总体设计方案 

本课题的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2.1 所示。本课题利用两种神经网络搭建了两套

系统去分别实现物体的检测与分类。 

在目标检测模块，RGB 相机采集彩色图像获取三维的图像矩阵，通过预处

理重设其大小为 300*300*3 的矩阵，其中 3 表示图片有 R、G、B 三个通道，而

300 为图片的分辨率。再将得到的图片输入 SSD 网络，网络的参数和超参数均是

已经训练完成的并在测试评估中达到 90%以上的准确率。返回结果是一个边框

（bounding box）和该物体的标签，该结果会直观的显示在输入图片上，同时网

络准备接受下一张图片。整个过程在搭载 GPU 型号为 Titan X 的服务器上帧率

平均达到了 32FPS（Frame Per Second），因此整个系统可以在 PC 端实现实时检

测。 

在目标分类模块，将整个网络封装成.pb 格式文件，并导入 Android 端，手

机相机捕获到图片以后就将图片通过 Android-TensorFlow 接口直接送入网络。

Android 端 app 会根据返回结果实时显示检测到的类别以及该类别的置信度，若

置信度大于 0.8，则用语音播报出相应的类别。网络每次的前向传播时间平均为

200ms，因此系统可以在 Android 端实现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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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系统总体流程示意图 

 

2.2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 

随着深度学习研究热度持续增加，各种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层出不穷，其中

包括 TensorFlow、Caffe、Keras、CNTK、Torch7、MXNet、Leaf、Theano、

DeepLearning4、Lasagne、Neon 等。在众多框架中，TensorFlow 以在关注度和用

户数上的绝对优势一直霸占最受欢迎深度学习框架的宝座，表 2.1 为截止到 2017

年 1月 3日在Github上的各个深度学习框架的数据统计，从表中可见，TensorFlow

在 Stars, Forks, 和 Contributiors 三个指标都完胜其他框架；且由于 TensorFlow 的

质量优质，迭代快速，社区活跃，教程完备，部署简单，因此本课题使用 TensorFlow

做为神经网络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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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个开源框架在 Github 上的数据统计 

 

 

TensorFlow 有多种可安装的版本和安装方式，本课题在自用笔记本和实验

室服务器上都进行了 TensorFlow 部署。 

自用笔记本的环境： 

 Win 10  

 Anaconda 3 

 Intel HD Graphics 520 核心显卡 

实验室服务器环境： 

 Win 10  

 Anaconda 3 

 Titan X GPU 

其中 Anaconda 是 Python 的一个开源发行版本，主要面向科学计算，预装

了很多第三方库，且 Anaconda 中还增加了 conda install 的命令，使得安装新库

非常方便。TensorFlow 的安装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使用原生的 pip 安装，这

会直接在系统环境中安装 TensorFlow 而非安装在虚拟环境，于是用户可以从系

统任何目录运行 TensorFlow 程序；第二种是利用 conda 创建虚拟环境，并在环

境中安装 TensorFlow，但 conda 软件包均是社区提供支持而非官方支持，因此

需要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官方建议在 Anaconda 内部用 pip install 命令安装而不

用 conda install 命令。TensorFlow 的安装版本也有两种，一种为仅支持 CPU 的

TensorFlow，另一种为支持 GPU 的 TensorFlow。TensorFlow 目前在 Windows

端仅支持 3.5.x 和 3.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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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在自用笔记本上利用 pip 命令安装了 CPU 版 TensorFlow，

而在服务器上为了不干扰系统中其他基于 python 的安装包，故创建了独立虚拟

环境并进行 GPU 版本 TensorFlow 的安装。 

 

2.3 目标检测网络设计 

本课题使用的 SSD 目标检测网络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基于 VGG-Nets

的基础网络（base net），后一部分是多尺度的单次检测器（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简称 SSD）。 

VGG-Nets 是一个网络特性规整、结构简单的基础分类网络。其根据深度不

同分为 VGG-11, VGG-13, VGG-16, VGG-19，本课题选用目前应用最广的 VGG-

16 网络，网络参数见表中 C 列。 

表 2.2 VGG-Nets 网络结构表 

ConvNet Configuration 

A A-LRN B C D E 

11 weight 

layers 

11 weight 

layers 

13 weight 

layers 

16 weight 

layers 

16 weight 

layers 

19 weight 

layers 

imput(224×224 RGB image) 

conv3-64 conv3-64 

LRN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conv3-64 

maxpool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conv3-128 

maxpool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1-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conv3-256 

maxpool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1-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maxpool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1-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conv3-512 

maxpool 

FC-4096 

FC-4096 

FC-1000 

sof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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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层的网络参数被写成 conv<num1>-num2 的形式，其中 num1 表示感受

野尺寸（receptive field size），num2 表示通道数（number of channels）。每层

中还包含了 ReLU 函数但在表中没有显示。图 2.2 给出了卷积神经网络中每一

层的运作方式： 

 

图 2.2 卷积神经网络单层运作原理 

 

其中 filters 的尺寸即为感受野尺寸。在每层输入一张图片后，过滤器对图

片从左上角开始做卷积运算，做完一次后将得到的结果记录在 results 中对应位

置处。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卷积并非线性代数中严格意义上的卷积

运算，而是一种互相关运算，但在深度学习领域我们可以认为两者等价。此处

还需引入两个参数：stride，即卷积核进行完一次运算后向右移动的步长；

padding，即原图片周围填充像素点的层数。在上图中 stride = 1，padding = 0。

由此我们可以推出 result size 和上述参数之间的关系式： 

设在第 l 层卷积层中，f[l] = filter size，p[l] = padding，s[l] = stride; 

nH
[l-1]是第 l-1 层图片高度，nW

[l-1]是第 l-1 层图片宽度，nC
[l-1]是第 l-1 层图片

通道数。 

输入：nH
[l-1]×nW

[l-1] ×nC
[l-1] 

输出：nH
[l]×nW

[l] ×nC
[l] 

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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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𝐻
[𝑙]
=
𝑛𝐻
[𝑙−1]

+ 2𝑝[𝑙] − 𝑓[𝑙]

𝑆[𝑙]
 

nW
[l]将上述公式的下标由 H 换为 W 即得。nC

[l]等于上一层卷积核的通道

数。图 2.3 可更直观的看到 VGG-Nets 的结构： 

 

图 2.3 VGG-Nets 框架直观图 

 

SSD 检测器则是基于 VGG 基础网络进行搭建。全系统取了 VGG16 网络的

前五层作为基础分类网络，并利用 astrous 算法将 fc6 和 fc7 两个全连接层转化

为卷积层，最后再额外增加了 3 个感受野为 1*1 的不同通道数的卷积层和一个

全局平均池化层。从第六卷积层开始每层的特征图（feature map）均被用于默

认框（default box）大小和位置的预测以及不同类别物体的预测，最终网络通过

非极大值抑制（Non-Maximum Suppression）得出最终结果。 

 

图 2.4 网络系统中 SSD 检测器部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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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算法的核心便在于网络第六层后每层的特征图均会在经过一个检测器

后才进行输出，如图 2.4 所示，而这个检测器的功能便是在特征图上生成多尺

度的默认框。对每一层的特征图，按照不同大小（scale）和长宽比（ratio），

算法会自动生成 k 个默认框。其原理图如图 2.5 所示，此图中默认框数目 k = 

6，其中 5×5 的橙色点代表特征图，因此默认框数量为 150（=5×5×6）。每个默

认框的大小由以下公式计算： 

𝑠𝑘 = 𝑠𝑚𝑖𝑛 +
𝑠𝑚𝑎𝑥 − 𝑠𝑚𝑖𝑛

𝑚 − 1
(𝑘 − 1), 𝑘 ∈ [1,𝑚] 

其中，m 为特征图数目，𝑠𝑚𝑖𝑛为最底层特征图大小，𝑠𝑚𝑎𝑥为最顶层特征图

默认框大小。每个默认框长宽比根据比例值计算，设计比例值为

{ 1,2,3,1/2,1/3 } ，因此，每个默认框的宽由下式计算得到： 

𝑤𝑘
𝑎 = 𝑠𝑘√𝑎𝑟 

高由下式计算得到： 

ℎ𝑘
𝑎 = 𝑠𝑘/√𝑎𝑟 

对于比例为 1 的默认框，额外添加一个比例为下式计算结果的默认框： 

𝑠𝑘
′ = √𝑠𝑘𝑠𝑘+1 

最终，每张特征图中的每个点生成 6 个默认框。每个默认框中心设定为： 

(
𝑖 + 0.5

|𝑓𝑘|
,
𝑗 + 0.5

|𝑓𝑘|
) 

其中，|𝑓𝑘|为第 k 个特征图尺寸。 

 

图 2.5 默认框生成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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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默认框用于与真实框（groundtruth boxes）进行配对，方法是使用交并

比函数（Intersection over Union），即 

J(A, B) =
|𝐴 ∩ 𝐵|

|𝐴 ∪ 𝐵|
=

|𝐴 ∩ 𝐵|

|𝐴| + |𝐵| − |𝐴 ∩ 𝐵|
 

当默认框与真实框的交并比大于阈值（设为 0.5）时，两者匹配，且设定未

匹配的默认框为负样本，匹配的默认框为正样本。 

 

2.3 目标检测网络部署 

本课题采用基于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的 SSD 目标检测网络。 

数据集采用 Pascal VOC 2007 格式，其文件垂直目录如图 2.6 所示： 

 

图 2.6 Pascal VOC 2007 数据集文件垂直目录图 

 

Annotations 文件夹存储所有图片的标签；ImageSets 中存储图片类别的划分，

每个 txt 文件中存储相应类别的图片编号，以表示该图片是测试集（test.txt），训

练集（train.txt），交叉评估集（trainval.txt）或是评估集（val.txt）；JPEGImages

中存储所有的图片；SegmentationClass 文件夹和 SegmentationObject 文件夹仅在

语义分割用到，故本课题中该两文件夹为空。图片获取后在送入网络之前需要经

过下列步骤，如图 2.7 所示 

voc2007

Annotations All labels.xml

ImageSets

Test.txt

Train.txt

Trainval.txt

Val.txt

JPEGImages All Image.jpg

SegmentationClass

SegmentationObject



18 

 

 

图 2.7 图像预处理流程图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TFrecord，这是 TensorFlow 官方推荐的数据读取文件格

式，是一种将图像数据和标签统一存储的二进制文件，可以使得在训练过程中数

据读取比较高效。将数据集转换成 TFrecord 格式的主要方法是读取图片和对应

标签，并将两者填入到 Example 协议缓冲区，将协议缓冲区序列化为一个字符

串，并且通过 tf.python_io.TFRecordWriter class 写入到 TFrecord 文件。在

MobileNets 训练时，我们同样利用该格式进行数据读取。 

完成数据格式转换后，将数据喂入网络开始训练。训练前还需设定各项参数，

下表列举了参数名称和参数含义： 

表 2.3 训练网络各项参数含义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train_dir 训练生成的日志和数据包存放地址 

dataset_dir 输入网络的数据集存放地址 

获取原生图像

利用.bat批处理文件对
所有图片重命名

利用MATLAB脚本将图
片resize到300*300

利用labelimg为每张图
片画上bounding box

将图片label输出至
Annotations文件夹

将voc2007文件夹转换
成TFrecor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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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_name 数据集名称，需和 datasets 文件夹中相关程序名称对应，

此处为 pascalvoc_2007 

dataset_split_name tfrecords 文件夹中分隔.tfrecord 文件名的参数，此处为

train 

model_name 待训练网络的名称，需和 models 文件夹中相关程序名称

对应，此处为 ssd_300_vgg 

checkpoint_path 本次训练并非从头训练，而是在已有参数的基础上进行

微调（fine tuning），因此该参数即为需导入已有网络参

数的路径 

checkpoint_exclude

_scopes 

在导入模型时，通常并非把所有层都导入，比如最后的

全局池化层，或者如其他网络中有的 softmax 层等都会将

其排除，因为参数中已有的物品类别数往往与研究者要

自行训练的物品类别数不同，若全部导入会导致训练出

现维度不匹配的错误。因此，通常情况研究者会选择不

导入网络的最后一层或是最后几层参数，而保留前面层

的参数，这样在避免维度不匹配的同时还能提高训练速

度。本课题保留了 VGG-Nets 的参数，而没有导入 SSD

检测器的参数，因此该参数的值为： 

ssd_300_vgg/conv6, 

ssd_300_vgg/conv7, 

ssd_300_vgg/block8, 

ssd_300_vgg/block9, 

ssd_300_vgg/block10, 

ssd_300_vgg/block11, 

ssd_300_vgg/block4_box, 

ssd_300_vgg/block7_box, 

ssd_300_vgg/block8_box, 

ssd_300_vgg/block9_box, 

ssd_300_vgg/block10_box, 

ssd_300_vgg/block11_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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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able_scopes 该参数为在训练过程中，需要训练的层数。按照上述分

析，我们不训练 VGG16 前五层卷积层，仅训练后面 SSD

部分，因此此参数的值与 checkpoint_exclude_scopes 的值

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完成参数设定后便可开始训练，训练结果以及超参数的影响将在第三章详述。 

2.4 目标分类系统设计 

MobileNets 与传统分类网络相比，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使用了深度可分离的卷

积来构建轻量级的深层神经网络，这使得在移动端和嵌入式系统中部署神经网络

成为可能。深度可分离卷积的主要工作是把一个标准的卷积拆分成深度卷积

（depthwise convolution）和逐点卷积（pointwise convolution），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深度可分离卷积层原理图 

 

以下比较两者复杂度。设输入矩阵 F 的维度为（DF，DF，M），标准卷积

K 的维度（DK，DK，M，N），输出矩阵 G 的维度为（DG，DG，N）。其中 M

为输入通道数，N 为输出通道数标准卷积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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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𝑘,𝑙,𝑛 = ∑ 𝐾𝑖,𝑗,𝑚,𝑛 · 𝐹𝑘+𝑖−1,𝑙+𝑗−1,𝑚
𝑖,𝑗,𝑚

 

由是计算参数量为： 

𝑂1 = 𝐷𝐾 · 𝐷𝐾 · 𝑀 · 𝑁 · 𝐷𝐹 · 𝐷𝐹 

现将标准卷积分解为深度卷积和逐点卷积。其中深度卷积负责滤波作用,输

入维度为（DK，DK，1，M），输出维度为（DG，DG，M）；逐点卷积负责转

换通道，输入维度为（1，1，M，N），输出维度为（DG，DG，N）。此时的

卷积计算公式为： 

𝐺𝑘,𝑙,𝑛
′ =∑𝐾𝑖,𝑗,𝑚

′ · 𝐹𝑘+𝑖−1,𝑙+𝑗−1,𝑚
𝑖,𝑗

 

由是计算参数量为： 

𝑂2 = 𝐷𝐾 · 𝐷𝐾 · 𝑀 · 𝐷𝐹 · 𝐷𝐹 +𝑀 · 𝑁 · 𝐷𝐹 · 𝐷𝐹 

计算量减少了： 

𝑂2
𝑂1

=
𝐷𝐾 · 𝐷𝐾 · 𝑀 · 𝐷𝐹 · 𝐷𝐹 +𝑀 · 𝑁 · 𝐷𝐹 · 𝐷𝐹

𝐷𝐾 · 𝐷𝐾 · 𝑀 · 𝑁 · 𝐷𝐹 · 𝐷𝐹
=
1

𝑁
+

1

𝐷𝐾
2  

MobileNets 中一般卷积核的大小为 3，即𝐷𝐾 = 3，而 N 为一个大数可忽

略，所以卷积运算进行深度分离后，参数量约减少了 8/9。 

为更进一步的减小计算量，MobileNets 还提供两个可供修改的超参数。第

一个是宽度乘数 α，作用是改变输入输出通道数，减少特征图数量，让网络变

瘦。在 α 参数作用下，MobileNets 一层的计算量为： 

𝑂3 = 𝐷𝐾 · 𝐷𝐾 · 𝛼𝑀 · 𝐷𝐹 · 𝐷𝐹 + 𝛼𝑀 · 𝛼𝑁 · 𝐷𝐹 · 𝐷𝐹 , αϵ(0,1) 

其优化空间为 α2。 

第二个参数为分辨率参数 ρ，用于改变输入数据层的分辨率。在 α 和 ρ 共

同作用下 MobileNets 一层的计算量为： 

𝑂3 = 𝐷𝐾 · 𝐷𝐾 · 𝛼𝑀 · 𝜌𝐷𝐹 · 𝜌𝐷𝐹 + 𝛼𝑀 · 𝛼𝑁 · 𝜌𝐷𝐹 · 𝜌𝐷𝐹 , α, ρϵ(0,1) 

 

2.5 目标分类系统部署 

目标分类系统部署用到了 TensorFlow slim，这是一个与 Keras，Tensor-

Layer，tfLearn 等类似的基于 TensorFlow 的高级库，能使构建、训练、评估神

经网络变得简单。它的两大优势在于：一是能消除原生 TensorFlow 里面很多重

复的模板性的代码，让代码更紧凑，更具备可读性；二是提供了很多计算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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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方面的著名模型（VGG, AlexNet 等）并能以各种方式进行扩展。目标分类系

统的部署流程如图 2.9 所示。 

 

图 2.9 目标分类系统部署流程图 

 

目标分类系统部署的前两步与目标检测系统部署的前两步相似，包括数据集

转换和训练，训练完后需要将得到的网络参数和网络框架封装成.pb 格式。pb 格

式是 Google 开发的一种开源数据交换方式，特别适合于在 RPC 间交换对象及数

据结构，与其相似的应用有 XML、JSON、THRIFT 等。而在此选择 pb 格式的理

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1）pb 格式相比其他格式，具有更小的数据规模和更快的解析速度。解析速

度是选择该数据格式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每检测一次图片均需调用一次

网络，即同时调用一次数据包，解析速度的快慢将直接决定该系统的检

测速度。 

2）pb 格式主要的劣势是可读性较差，因为其生成的是二进制数据。但由于

本课题是将该数据包直接导入 Android 端，过程中并没有可视化网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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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必要性。选择.pb 格式能很好的扬其长避其短，因此是网络参数封装

的最佳选择。 

而在语音播报模块，本课题选择 MediaPlayer 实现该功能。MediaPlayer 是

Android 中的一个多媒体播放类，用于控制音视频流或本地音视频资源播放过程。

在使用 start()播放流媒体之前，需要装载流媒体资源。本课题通过调用

prepareAsync()函数，利用异步的方式装载流媒体资源。因为流媒体资源的装载是

会消耗系统资源的，在一些硬件不理想的设备上，如果使用 prepare()同步的方式

装载资源，可能会造成 UI 界面的卡顿，这会影响用户体验。为了避免还没有装

载完成就调用 start()而报错的问题，需要绑定 MediaPlayer.setOnPreparedListener()

事件，它将在异步装载完成之后回调。异步装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装载超时

引发 ANR（Application Not Responding）错误。 

 

3. 系统测试、验证与结果分析 

3.1 目标检测系统结果分析 

本课题针对目标检测系统制作了一类数据集，类别为 clock，数据集图片数

总计 2635 张，其中 imagenet 数据集图片 487 张，相机超市场景实际拍摄 502 张，

网页爬虫获取图片 1646 张。所有图片均用 labelimg 软件手工标记，图 3.1 展示

了几张不同类别的标记图片，labelimg 标记界面以及对应的 label。 

类别 labelimg 标记界面 label 

imagen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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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市 实

拍 

 

  

网页 

 

 

图 3.1 数据集标记过程展示图 

 

训练前需要设定一系列超参数，表 3.1 展示了本课题训练过程中超参数的选

择。 

表 3.1 超参数取值表 

序

号 
超参数种类 超参数取值与说明 

1 
学习率和学

习率衰减系数 

当学习率过大时 loss 会在刚开始就振荡，而

若学习率太小则会使训练缓慢。因此本课题选择

了持续衰减的学习率设定，初始值为 0.001，衰减

系数为 0.94，在保证初期梯度持续下降的条件

下，在训练后期能减少振荡 

2 批数据大小 
当该参数过小时，没法用上很好的矩阵库快

速计算；而当其太大时，没法足够频繁地更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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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该参数时一个相对独立的超参数，是网络结

构整体架构外的参数，本课题中该值设为 32 

3 优化器 

即该系统的反向传播优化算法，有以下几种

优化器可供选择："adadelta", "adagrad", "adam", 

"ftrl", "momentum", "sgd" or "rmsprop"。本课题选

择 adam 优化器，该优化器相当于 RMSprop 和

Momentum 两者的结合，实践证明该优化器的学

习效果优于其他适应性学习方法，其中该优化器

中的三个超参数取值为 β1 = 0.9，β2 = 0.999，ε= 

10e-8 

 

训练部署在服务器的 Titan X GPU 上，图 3.2 展示了在上述超参数的设定

下，训练过程中各类 loss 随训练次数增加变化的曲线： 

 

图 3.2 各类损失函数与训练次数的变化曲线 (a)为负样本的交叉熵损失函数，(b)为正样本

的交叉熵损失函数 (c)为默认框定位的损失函数 (d)为总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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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完毕后对单张图片进行测试，在测试初期发现若图片中是单物体则准

确率较高，但若是多物体则无法全部检出。针对该问题笔者重新去超市实地拍

摄了图片中有多个闹钟的图片总计 260 张，约占训练集 10%，并用新的训练集

重新训练，下表给出了两种网络参数的训练结果： 

表 3.2 检测结果对比表 

物体

个数 
仅有单物体的数据集 包含 10%多物体的数据集 

单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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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

体 

  

  

  

 

可以看到增加了多物体的数据集训练完毕的网络对多物体检测的适应性要

远好于仅有单物体的数据集。而在单物体的检测方面，两者均能达到较高的检

测精度，三张图的置信度都达到 0.99 以上。完成单张图片评估后，利用网络进

行实时检测。由于实时检测与视频检测在网络调用上方法与原理相同，故为方

便起见，本课题仅用网络测试输入的视频流而不在程序中调用电脑相机。视频

流读取和输出均利用 OpenCV。 

 

3.2 目标分类系统结果分析 

   本课题目标分类系统数据集共包括八类，分别是书本，包，钟表，电脑，笔，

饮料瓶，勺子和牙刷。每类训练数据集均为 1200 张图片，评估数据集均为 200

张图片。训练时所用到的超参数种类与目标检测系统中用到的相同，此处不再赘

述。图 3.3 显示了单张图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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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目标分类系统检测结果 

 

 将网络部署至安卓端实现实时检测，软件界面和检测结果如图 3.4 所示，被

检测物的置信度都达到了 0.8 以上，并被软件进行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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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目标分类系统安卓端检测结果 

 

本课题在实时检测时发现，被检测物的检测结果会在刚开始检测的几秒内

漂移，也就是当相机刚对准待检测物的检测结果是不可靠的，如图 3.5 所示。

而事实上，该软软件被用于盲人辅助时，屏幕上所显示的置信度是无用的，盲

人真正获取的信息是来源于语音播报。因此本系统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语音播报

的准确性。笔者采用的方式是播报任务每检测 1000 次被触发一次，即对每检测

结果进行采样，采样频率为 1/1000 张图（这里不用秒做单位的原因是每张图的

检测时间都不一样，不能用时间度量）。再对采样得到的图进行语音播报，若

置信度大于 0.8 才进行播报，否则进入下一个循环。这样的设定大大增加了语

音播报的准确率，使整个系统更加鲁棒。 

 

图 3.5 目标分类系统安卓端误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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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4.1 本设计的特色与总结 

本课题主要面向盲人开发图像识别系统，应用场景为超市，旨在帮助盲人

更方便的在超市中购买需要的物品。本课题从现有的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的应用出发，归纳总结了深度学习自进入计算机视觉领域后主流的图像检测

和图像分类算法，并根据盲人群体的实际需求设计了两套帮助其在超市购物的

图像识别系统。本课题具体获得的结果如下： 

1、本课题制作了两套数据集，一套用于图像检测，包含 1 类物体、2,635

张彩色图像、2,635 个.xml 默认框文件；另一套用于图像分类，包含 8

类物体、11,200 张彩色图片； 

2、本课题基于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训练了两个卷积神经网络，分别

是具有 10 层卷积层和 1 层全局池化层的 SSD 目标检测网络以及具有 27

个卷积层、1 个平均池化层和 1 个全连接层的 MobileNets 目标分类网

络； 

3、本课题在 PC 端和 Android 端均部署了框架，PC 端用于导入 SSD 目标

检测网络用于对视频的实时检测，Android 端用于导入 MobileNets 目标

分类网络用于通过手机相机对周围物品进行实时检测； 

4、本课题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音频库，包含 8 类物体语音，并将其部署至

Android 端，实现检测结果的实时播报 

 

4.2 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及思考 

本课题在完成过程中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初期在训练时 loss 一直不能收敛。解决方案是先把学习率升高，并把可

学习的层数减少，让网络在前 1000 步能梯度下降。当 loss 振荡幅度变

大后，停止训练，增加可学习的层数，减小学习率，重新读取停止训练

时的 checkpoint，继续训练。这样重复几次以后 loss 就收敛至一个可被

接受的值，此时停止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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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期在训练时一直报错维度不匹配。维度不匹配主要是输入类别数与网

络原有的类别数不匹配，即使将程序中的 num_class 更改成待训练的类

别仍旧报错。之后解决方案是在 fine-tuning 时需将原始网络结构参数的

最后一层排除，这样才能使网络类别数与输入类别数匹配。 

3、网络对多物体的图片检测精度不高。在尝试各种数据增强方法以后发现

并不能提高网络检测精度，因此只能通过增加多目标数据集来除掉这个

问题。 

 

4.3 展望 

本课题旨在为盲人提供超市购物的辅助，因此还有诸多可完善之处。第

一，可以增加训练的类别数，以及采集超市场景中更多的数据量，提高系统对

超市场景检测的适应性和鲁棒性；第二，本课题的系统对小物体不敏感，需要

盲人离货架较近方能识别货物，解决方法可以是在搭建系统过程中实现镜头可

变焦的图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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