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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摘要 

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计算机视觉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飞速的进步。这其

中，深度估计便作为一个场景感知的一个重要课题，得到了研究者的深入关注

和研究。最近，获取深度的途径也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而不断更迭进步，从最

初的多幅图像匹配获取深度，发展到仅利用单幅图像获取深度等途径，其中一

类即为单目深度估计问题。本文通过设计兼顾精度和鲁棒性的卷积神经网络和

针对单目深度估计问题的损失函数，通过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训练，最终获得了

接近双目深度估计效果的深度估计效果，并且应用至面向自动驾驶的多模态视

觉传感器中测试结果。通过实际测试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单目深度估计模型在

实际场景中，能够在保持一定精度的同时具有较高的实时帧率，证明了该模型

的实际可应用性。 

关键词：计算机视觉；单目深度估计；卷积神经网络；损失函数；视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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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various fields of computer vision have 

been rapidly developed. Among them, depth estim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scene 

perception, and has received much interest by researchers. Recently, it is 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 and life by utilizing the acceleration capability of GPUs. Besides, the 

way to obtain depth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from using multiple images matching to a single image to obtain depth, 

which is called monocular depth estimation problem. By designing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nsidering both precision and robustness, monocular depth 

estimation’s result is close to the binocular depth estimation effect by training on the 

large-scale data set. Loss function is also re-designed to adapt to the problem. Finally, 

the prediction result is tested on the multi-mode visual sensor. The actual test shows 

that the monocular depth estimation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achieve a 

certain precision while maintaining a certain real-time frame rate, which proves the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Keywords：computer vision；monocular depth estimatio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loss function；visual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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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背景介绍 

视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感知方式之一，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80%的信息

都来自于视觉[1]，同时视觉信息量正以海量和爆炸性的方式不断增加。面对这些

海量的视觉信息，如何利用计算机视觉来接近、甚至超越人类视觉，从而获得高

精度且可应用的结果，以帮助无人车、机器人等领域不断发展，是目前相关研究

的一个重要课题。 

深度信息作为图像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部分，是将二维平面信息转化为三维

立体信息，进而重建高质量三维场景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工业中无人车对路况的

判断便需要利用对汽车等物体距离的准确估计；此外，高质量的深度估计结果还

可以用于视障人士视觉辅助装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数，及第

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

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其中视力残疾1263

万人[2]。尽管目前的科学和医学技术能够帮助这些视障人士恢复部分的视力，但

是仍有一大部分人依然无法重获光明。如何有效获取深度信息，将帮助他们更好

地判断前方的障碍物和路况信息，从而提高他们的出行安全性和生活质量。因此，

深度估计对工业和日常生活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单目深度估计的提出是为了克服双目/多目匹配算法的一系列不足，通过应

用机器学习的随机场等理论，多数应用于简单场景。这是由于传统方法多是将

实际图像与已有数据库中图像相比较，通过相似性来估计深度的原理所决定

的。随着无人车、机器人等领域的迅速发展，需要估计深度的场景复杂度大大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2 

 

增加，对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时，深度学习便逐渐成为深度估计的主要

手段。另一方面，随着设备的集成化和小型化趋势不断发展，传统的多摄像头

方案也逐渐显现其弊端，而作为替代方案的单目深度估计凭借设备简单等优

点，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其预测精度也在不断提升以达到可应用的目

标。因此，将深度学习应用至单目深度估计中去，已成为目前对该领域的一大

研究方向。 

1.1.2 目的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课题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深度等三维信息。

计算机视觉是利用视觉传感器对环境的光学信息进行采集，通过内部处理单元将

其转化为数字信息，进而通过图像处理的方式和算法来获取我们所需的结果。目

前，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已经延伸到多个方向，例如语义分割、深度估计、目标检

测提取等。而深度估计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一个基本课题，它在平面图像的

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于获取图像的前后深度信息，从而帮助更好地获取三维信息。

同时，高质量的深度信息，也能够优化其他结果，提高整个传感器的输出结果的

质量。目前深度信息的获取和估计，已经广泛应用在交通、智能机器人等工业生

产的各个领域，同时在目前手机的原深感摄像头等小型设备或元件中也有需要使

用深度信息来协助后续应用。 

针对传统双目视觉存在的设备标定复杂、同步性要求高等缺点，单目深度在

近期估计的思路得到了重视。单目深度估计能够克服双目视觉的上述不足，同时

借助于深度学习的技术，其预测精度也得到了提升；通过采取更加合理的网络设

计和网络压缩过程，也更加有利于在资源受限的中小型设备中部署，取得运行速

度和输出结果质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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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视觉传感器中的深度模块展开研究，侧重关注目前兴起的单目深

度估计形式，目的在于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知识，给出高精度、

高鲁棒性的单目深度预测结果，同时能够满足实时性检测的要求。深度信息通

过反馈给视觉传感器的处理单元，也能够更好地辅助其他信息的处理和优化，

提升传感器输出图像的质量。由于视觉传感器具有多应用于室外路况和场景检

测的特点，本文主要关注室外场景的深度获取，通过提高采集所得深度信息的

质量和速度，使得检测可以更好地应用至自动驾驶等相关场景，提升系统的智

能性和稳定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单目深度估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5 年，它与传统的双目或多目

算法相比，更侧重于对单幅图像中物体位置关系的提取和利用。在这一方向

中，与大多数计算机视觉任务的发展历程类似，单目深度估计的研究主要以深

度学习的提出为分界，前期多使用随机场等机器学习理论并融合纹理、语义等

图像信息辅助预测，而后期则大量应用了目前非常流行的深度学习技术。 

1.2.1 基于纹理等信息的马尔可夫随机场单目估计深度模型 

该方法是通过将整个图像的像素点分布看作一个随机场，通过利用 RGB 图

像的颜色、纹理等特征，基于条件随机场（CRF）、马尔可夫随机场（MRF）

等理论建模图像不同区域的像素点间的关联度，进而给出深度估计[3]。在这种

方式中，一般使用特征向量的方式进行相似度度量，之后输入随机场模型进行

最大似然估计（MAP）来给出深度预测值，如图 1.1 所示。在深度学习出现之

前，随机场理论是进行单目深度估计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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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马尔可夫随机场（MRF）单目估计深度模型[3] 

相比于最初所采用的方式，随机场模型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深度预测精

度。但是该模型依赖于数据集的丰富性，同时对特征的提取方式均为人工设

置，因此更多地应用在简单场景中，对复杂场景的预测性能还有待加强。此

外，随机场模型的参数量较大，限制了模型的运行速度，难以应用到实时系统

中。 

1.2.2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单目深度估计 

a) 基于监督式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 

2014 年，Eigen 等人最先将卷积神经网络引入单目深度估计。作者提出了

两个卷积神经网络，分别为粗略预测网络（Coarse Network）和精细优化网络

（Fine Network）。前者用于得到粗略的预测结果，再由后者对细节部分加以优

化。粗略预测网络（Coarse Network）采用了经典的 AlexNet 结构（4 个卷积层

+2 个全连接层），并从最后一层分类的全连接层来恢复图片的二维尺寸。在精

细优化网络（Fine Network）中，同时输入 RGB 图和粗略预测的深度图相连接

后，通过多个卷积层输出优化后的深度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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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于非监督式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 

Garg 等人在 2016 年首次提出了基于非监督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方案。这

个网络训练时不需要深度信息，只需要左右视图即可进行。它主要依据深度图

与双目视差图存在一一对应的这一原理，因此神经网络只需预测视差图，再通

过相机内部参数变换便可得到深度图。与双目匹配类似，左视图经过视差图可

以映射成对应的右视图，反之亦然。网络的损失函数被定义为真实的左（右）

视图与生成的左（右）视图相比较，不再需要和真实的深度图相比较。网络通

过训练可以得到较好的视差图，进而得到单目深度估计的结果[5]。 

Godard 等人在 2017 年进一步改进了这一方案，加强了损失函数的约束，

如图 1.2 所示。作者引入了左右 RGB 视图重建损失、图像平滑性损失和左右视

差图匹配损失，通过对左右视图同时进行预测优化，促使网络向正确的方向学

习。在网络上，作者沿用了全卷积网络的训练模型，并且采用了双线性插值

（Bilinear Sampling）来使网络可微分，保证误差的反向传播过程正常运行[6]。 

 

图 1.2 非监督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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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内容安排 

在本文中，各章节的内容按如下安排：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并简要介绍近期国

内外与单目深度估计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主要介绍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第三章主要介绍网络具体结构设计及评价指标。 

第四章主要介绍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具体实施，各节点完成内容及训练结

果；同时介绍其中遇到的问题和模型调用方法。 

第五章为总结展望，分析模型的创新点和不足点，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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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计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2.1 系统设计指标 

本项目包括以下系统设计指标：a. 设计一种精度高、鲁棒性强的单目深度

估计模型；b. 将模型部署到实时演示的设备中进行展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在

设计优化深度估计模型方面，同时兼顾模型大小和运行速度，因为实时展示的

部分可以使用 ZED 或 RealSense 等小型传感器来完成，且可结合已有的相关设

备资料进行参考。 

2.2 系统设计方案 

单目深度估计的核心即为学习从 RGB 空间到深度空间的映射关系，该问题

与语义分割有相近之处，因此可使用类似的特征提取网络进行操作。对于特征

网络的选取，则需考虑到性能与速度之间的平衡度，控制神经网络的深度和宽

度。具体来说，可以使用目前性能较好的 ResNet 等网络模块[7]和速度较快的

Inception 等网络模块[8]相结合，设计较为轻量级、同时保持较好的特征提取能

力的新型网络。 

考虑到深层网络一般通过残差连接机制来保证梯度在较深层仍能传播，因

此，在设计适合本问题的特征提取网络时，残差机制依然应当被引入到网络层

间，用于在合理的深度范围内尽量增大网络层数，以保持较高的提取能力。另

外，通过加大网络的宽度，也能够提升网络的学习能力，表现为输入可通过不

同的网络结构并行运算，其结果最终再相连得到输出。不同的网络结构分别负

责提取相应的特征，例如有些网络关注整体的图像特征，有些网络关注局部像

素块间的联系，而有些网络则关注细小物体的局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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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施可用于设计提升网络的精度，而网络的运行速度和占用资源则是

另一大考虑因素。这是因为网络深度、多路子网络并联等因素会限制网络前向

推理过程的运行速度。针对该问题，一种方式是借鉴 Inception 网络[8]的转化策

略，将一个 n*n 的卷积过程分解为一个 1*n 的卷积过程和一个 n*1 的卷积过

程，这样可以减少网络的参数量。另外，网络层数过深也会带来细节信息损失

的问题，因此适当控制下采样层的数量，能够在降低资源占用同时保留更多的

细节信息。 

尽管单目深度估计和语义分割的特征提取网络有相似之处，但在设计网络

时，仍然需要考虑深度信息的特点。一般深度信息的获取往往通过测量信号传

播的速度（v）乘于信号传播的时间（t/2）或者多个摄像机之间的视差信息来获

得。反映到具体的网络结构中，即为预测不同的中间量，进而根据上述过程得

到最终的深度结果。也就是说，在网络的损失函数中，可以不直接优化真实深

度值与预测深度值间的差距，而是对相应的中间量进行优化（一般为视差）。

在过程中，神经网络能更容易地优化和提取此类中间量，增加神经网络的鲁棒

性和泛化能力。同时，也可参考在自然语言处理的注意力机制的思路，进一步

促使神经网络学习某些重要特征，增加处理效率[9]。 

最后，单目深度估计的场景可分为室内和室外，而两种场景的特点其实有

所不同。首先，室外场景一般为汽车驾驶视角或者行人视角，网络较容易学习

到常见的透视特征（例如消逝线等几何特征）和遮挡特征（例如道路旁的行道

树等物体）；而室内环境由于空间有限，透视特征在不同视角间的差异较大，

网络较难学习到一个统一的模式，而且室内场景中的物体数量和类别也更加复

杂，对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室外场景比较容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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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不同天气、不同能见度等，这其实对神经网络的学习

泛化能力也是较高的要求；而室内场景一般都是在照明充足的情况下进行传感

器感知，神经网络在学习时就不会侧重该方面的训练。 

综上，本文最终针对室外场景的单目深度估计进行网络设计和训练展示，

并且结合高性能网络与轻量级网络各自的优缺点设计网络，最后利用深度信息

的自身特点确定训练方式。 

2.3 可行性分析 

经过合理分析，本项目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均具有可行性。 

硬件方面，本研究可采用 ZED、RealSense 等视觉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和

演示。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配备 NVIDIA GTX 1080Ti 显卡的主

机进行训练，由于 GPU 的并行运算特点，可以加速训练过程。 

软件方面，目前在 CVPR 等国际计算机视觉会议中已经提出了大量在公开

数据集上表现优良的网络模型可供参考，在 GitHub（开源代码的托管平台）上

也有大量的开源代码可供学习。这些公开的资源能够帮助本项目更快地进行，

也可以基于这些思想更好地设计、调整自己的网络结构。同时，随着 Python 各

种库支持的日益完善，OpenCV 等传统的图像处理库也可以方便的调用。 

此外，Google 对于开源的 TensorFlow 框架也有着完善的教程可供学习入

门。以上的这些基础都能够帮助自己最终顺利完成课题，同时也能对深度学习

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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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目深度估计网络模型介绍及视频流读取并处理方法 

随着视觉 SLAM 等新兴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单目深度估计作为提

取深度信息的一种低成本且有效的手段，被广泛利用在各个计算机视觉领域。

目前，随着深度学习的迅猛发展，其也成为单目深度估计的主要方式，并具体

分为监督式和非监督式两种途径。此外，相较于原始的卷积层下采样后接全连

接层方式，全卷积网络（Fully Connection Network）[10]能够更好地恢复预测深

度图至指定尺寸。具体到特征提取，本文参考融合了先前所提出的 ERFNet[7]和

PSPNet[8]特点，并对其中部分结构进行改进设计。 

现阶段，有许多计算机视觉方法，如实时语义分割等，应用到盲人辅助和

可穿戴机器人上。而本项目则旨在用上述网络进行非监督训练，从而用于单目

深度估计，与已有工作互相补充，从而更好地支持导航感知任务。 

3.1 特征提取网络 ERFNET 简介 

特征提取网络是指通过一系列卷积层、池化层等结构，对原始图像进行下

采样的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卷积层的不同通道提取图像的不同高层信息，同时

降低图片的分辨率，来加快网络运行的速度。原始的特征提取网络虽然在当时

已经取得了在简单手写数字识别任务上良好的效果，但难以处理更加复杂的任

务（例如单目深度估计等）；随着硬件性能的提升和对精度要求的不断增加，

目前的网络已经大大加深，例如 ResNet 网络[7]已经可以叠加至几十、几百层，

并且通过引入了跳跃连接（Skip-Connection）机制，有效解决了随着网络深度

增加，发生梯度消失而难以反向传播训练的问题。 

但是，随着网络的深度不断增加，整个网络的运行时间和运行资源也在增

加，这成为了将其部署至移动端等轻型设备的一大难点。因此，一个可应用的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11 

 

特征提取网络，需要在在高质量和计算速度、资源间取得较好的平衡。本项目

参考的 ERFNet 网络结构，通过巧妙的设计，能够在不大幅度降低网络的特征

提取能力的同时，明显减小网络的资源占用和运行时间。 

ERFNet 是由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 RobeSafe 研究组的 Romera 等人所提出的

网络结构。它建立在 ENet 的基础之上[11]，进一步降低了模型的占用空间[12]。

ERFNet 特征网络的网络结构如图 3.1 所示： 

 

 

图 3.1 ERFNet 网络结构 

具体的 ERFNet 网络具体可分为两部分： 

1、通过降采样卷积层降低原图的分辨率。虽然降采样可能会损失原始图片

的一些细节信息，但得益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通道机制，这种损失会被尽量降

低；同时，降采样通过降低图片的分辨率，能够减小网络运行的各类参数的存

储空间，加快后续的运行速度。此处，降采样过程分别对图片进行步长为 2 的

卷积层和平均池化层，并将两路结果相连接作为最终结果，这样能够更好地保

留原始图片的细节信息，同时也可以学习到高层的抽象信息。 

2、降采样过后，网络需要学习从 RGB 信息到深度信息的映射关系。为了

提高网络的拟合能力，网络采用了 Non-Bottleneck 连接层，对原始的 3*3 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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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进行了优化，更换为 1*3 和 3*1 两种卷积核先后进行运算。这种方式在几乎

不降低卷积层提取能力的同时，有效降低了网络的参数量（3*3>1*3+3*1）；

同时，为了使梯度能够顺利传播，Non-Bottleneck 连接层设置了残差连接（输

入数据在经过卷积层处理后，再加上原始的输入数据），防止出现梯度消失的

情况。 

此外，为了进一步减少降采样对图片信息的损失，部分卷积层更换为扩张

卷积（dilated convolution）[13]。扩张卷积的原理如下图。它对传统卷积的卷积

核进行了修改，增大卷积核尺寸的同时在其中插入空洞，这样能够有效增大卷

积核的感受野，更好地提取图像不同区域间的关系，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扩张卷积原理图[13] 

3.2 多尺度特征融合网络 PSPNET 简介 

PSPNet 的核心是多路特征进行合并。在 ERFNet 对原始图片进行特征提取

后，如果直接采用反卷积网络进行上采样，则不能很好地利用上下文信息，在

单目深度估计等较复杂任务中得到的结果也差强人意。而 PSPNet 通过不同步

长的采样层，对特征提取后的图片分别进行操作，步长小的卷积层能够学习到

浅层、细节的信息，而步长大的卷积层则能够学习到深层、抽象的信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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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所得到的结果，再通过线性插值恢复尺寸并堆叠成为新的特征提取层，送

入后续的上采样过程[14]。 

具体来说，特征提取层会经过不同步长的平均池化，缩小为原图分辨率的

1/2、1/4、1/8 等；同时，另外还有一路会对特征提取层进行全局池化，即将原

始分辨率为 height*width*channel 的层，通过对每个通道取全体平均值，生成一

个分辨率为 1*1*channel 的全局特征向量，对图像整体特征进行提取。全局特

征向量与之前的 1/2、1/4、1/8 特征层分别再经过卷积层学习，所得到的结果统

一分辨率后堆叠，作为最终的输出。此处为了保持信息总量不变，每一路卷积

结果层的通道数会减少，促使神经网络整合、压缩信息。这一过程包含了浅层

信息和深层信息的融合过程，能够让神经网络更好地学习单目深度估计的映射

关系。 

PSPNet 的本质是不同尺寸的卷积核会具有不同尺度的感受野，而这些感受

野所获得的信息相综合，能够提升网络对场景的理解能力。这一思想早在神经

网络提出之前便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一个过小的感受野，能够判断小物体的

细节信息（如纹理等），但是对物体与其他物体、场景间的联系判断不足，反

映在单目深度估计中，容易出现某些远处物体的深度突变和检测结果不准确等

问题；一个过大的感受野，尽管能够较好地学习像素点之间的联系，但是对细

节物体的检测就不够准确。之前，研究者更多通过实验得到最适合的感受野尺

寸，而 PSPNet 则综合了小感受野和大感受野的特点，能够最大化利用图像的

信息。 

PSPNet 中多尺度图像融合的具体结构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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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PSPNet 网络结构[14] 

3.3 注意力机制在全卷积网络中的应用 

全卷积网络自从 Long 等人在 2015 年提出后迅速发展[10]，并被广泛应用至

语义分割、单目深度估计等领域。在此之前的神经网络，只能下采样降低图像

分辨率，最终通过全连接层输出结果；由于从卷积层转化到全连接层，前提是

需要固定大小（分辨率）的图片输入，因此较大程度限制了神经网络的应用范

围。而全卷积网络则在下采样后接相同数量的上采样层，通过反卷积操作逐步

扩大特征图的分辨率，最终恢复至原始图片大小，对输入图片分辨率无要求。

此类机制又往往被称为 Encoder-Decoder 机制。 

反卷积操作的具体机制如下，是通过比图像尺寸大的卷积核，对图片进行

卷积操作，从而增大输出图片的分辨率。为了完成这一操作，输入图片需要进

行 padding 补全，即在输入图片边缘补 0 等操作，增大输入图片的尺寸，以方

便后续的卷积操作。卷积层输出的尺寸满足以下公式：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ℎ𝑒𝑖𝑔ℎ𝑡 =
𝑖𝑛𝑝𝑢𝑡_ℎ𝑒𝑖𝑔ℎ𝑡 −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 2 ∗ 𝑝𝑎𝑑𝑑𝑖𝑛𝑔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1 （3-1）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𝑤𝑖𝑑𝑡ℎ =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𝑤𝑖𝑑𝑡ℎ −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 2 ∗ 𝑝𝑎𝑑𝑑𝑖𝑛𝑔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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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卷积操作能够使得任意尺寸的图片输入可被网络接受，但是其结果

不够精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网络设计中，注意力机制被引入到单目深度

估计的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也是为了神经网络更好关注主要信息、忽略次要

信息而采取的措施。在人脑的机制中，面对眼睛获取的一整幅图像，大脑会将

注意力放在图片的一些特定区域。对于单目深度估计，注意力机制也能够帮助

神经网络更好地学习重要的特征，而不是去拟合一些无用的信息。例如楼房等

物体会造成深度的突变，而道路斑马线等物体对深度没有影响，神经网络可以

通过注意力机制对这两类物体进行区别对待。 

注意力机制首先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中得到的

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近，图像处理也引入了这一机制，使得训

练效果也得到了提升。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力机制会在主干神经网络中加一旁

支，该旁支一般由几个卷积层和最后的 sigmoid 函数组成，其中卷积层是为了

计算注意力机制所对应的区域（Region of Interest），而最后的 sigmoid 函数则

将计算结果归一化至 0-1 的区间，这一结果与主干网络的计算结果相乘，得到

经过注意力机制修正的最终结果。将注意力机制应用至 Encoder-Decoder 结构的

具体流程图如图 3.4 所示： 

 

图 3.4 注意力机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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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卷积网络中，传统的 Encoder-Decoder 结构会损失较多细节信息，一般

会在 Encoder 和 Decoder 的各层间加入跳跃连接机制，使得浅层的细节信息能

够直接传播至 Decoder 层，防止细节信息缺失。但是如前所述，某些细节信息

对于单目深度估计是无用的，此类信息不应当被直接传播至 Decoder 反卷积

层，而是通过中间的一系列卷积层被忽略。如上图，借鉴注意力机制，在跳跃

连接中另外加入选择通过的门。具体来说，另外设置一个门向量，用于控制哪

些信息被直接跳跃连接传递至 Decoder 层，哪些信息需要进一步输入卷积层处

理，以进一步提升单目深度估计的效果。 

3.4 单目深度估计损失函数简介 

损失函数是深度神经网络设计中的另一大重要部分，主要刻画训练结果与

真实结果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反向梯度传播回网络，更新优化网络的各项参

数。不同的损失函数，会影响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甚至造成不同的训练结

果。 

一般的损失函数都应用于监督式网络。监督式网络是训练数据包括真实数

据的情况下采取的训练模式。在单目深度估计中，如果训练数据集同时有 RGB

输入图像和真实的深度图像，通过损失函数的设计直接比较网络预测结果与真

实数据。一般的监督式网络所采用的损失函数有 L1 损失函数和 L2 损失函数，

L1 函数即为绝对值函数，L2 函数为平方函数。此外，针对语义分割和图像分

类问题还有交叉熵损失函数，由于单目深度估计中无法用到，故此处不再赘

述。 

L1 损失函数和 L2 损失函数作为基本函数，在训练网络时各自存在一定问

题。L1 损失函数在训练后期还是具有较大的学习速率（其斜率固定为 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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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损失函数在训练前期收敛速度过快（当差值趋近于无穷时，斜率值也趋近于

无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监督式网络的损失函数一般采用 smooth L1 损失

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𝑠𝑚𝑜𝑜𝑡ℎ𝐿1(𝑥) = {
0.5𝑥2        𝑖𝑓 |𝑥| < 1
|𝑥| − 0.5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3-3） 

通过如此设计损失函数，在训练初期能够控制向真值的收敛速度，而训练

后期则变为逐渐减小的收敛速率，既能提高训练速度，也防止网络在后期收敛

至局部最小无法跳出而得到错误的参数。 

但是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发现直接采用监督式训练过程，尽管能在训练数

据集上达到较好的效果，却不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泛化能力。究其原因，由于

数据集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衡，通过神经网络直接拟合从 RGB 到深度的映射关

系，容易使训练结果存在过拟合。同时，深度估计与语义分割问题有所不同，

更多考虑物体间的遮挡关系和景物的投射关系，因此直接将 RGB 信息输入神经

网络，较难直接获得较好的训练结果。 

考虑到传统的深度信息获取，多半利用双目或多目信息之间的视差关系，

进而获得深度信息，通过简单的几何关系，可以得到深度信息与视差信息间的

关系式如下： 

𝑑𝑒𝑝𝑡ℎ =
𝑓𝑜𝑐𝑎𝑙_𝑙𝑒𝑛𝑔𝑡ℎ ∗ 𝑐𝑎𝑚𝑒𝑟𝑎_𝑑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

𝑑𝑖𝑠𝑝𝑎𝑟𝑖𝑡𝑦
 （3-4） 

因此，本问题可以综合双目深度估计的相关内容，设计适合单目深度估计

的损失函数。进一步调研可得，单目深度估计也可转化为非监督学习问题。在

训练时只需要左摄像头和右摄像头所获得的 RGB 信息，不再需要绝对的真实深

度图。在非监督学习问题中，预测的不再是真实深度图，而是左右视差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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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关系式间接获得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训练数据集的制作成本，也更

好地利用了深度信息的特点。 

具体而言，损失函数设计为以下三部分之和[6]： 

a）左右视图重建损失 

C𝑎𝑝
𝑙 =

1

𝑁
∑‖𝐼𝑖𝑗

𝑙 − 𝐼𝑖𝑗
𝑙 ‖

𝑖,𝑗

 （3-5） 

根据视差的定义（相同物体在左右视图中的距离），左视图的每个像素经

过平移对应的左视差值，最终可获得新的右视图，左视差值越精确，新的右视

图与真实右视图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同理而言，右视图的每个像素经过平移

（warp）对应的右视差值，最终获得的新左视图与真实左视图差距可作为损失

函数的一部分。实际训练时，对左右视图同时应用该损失函数，能够更好地约

束生成视差图的过程。 

b）左右视差一致性损失 

C𝑙𝑟
𝑙 =

1

𝑁
∑ ‖𝑑𝑖𝑗

𝑙 − 𝑑
𝑖𝑗+𝑑𝑖𝑗

𝑙
𝑙 ‖

𝑖,𝑗

 （3-6） 

如上所述，左右视图分别需要左右视差图进行变换，这说明左右视差图本

身的一致性也应当加入损失函数。具体来说，左视差图与右视差图间也存在类

似于左右视图间的平移关系，即左视差图的每个像素经过对应的左视差值平移

得到新的右视差值，比较原始右视差图与该方式生成的右视图间的差距；同

理，右视图的操作步骤也类似。此过程就是描述左右视差一致性。 

c）视差图梯度损失 

Cds
𝑙 =

1

𝑁
∑|𝜕𝑥𝑑𝑖𝑗

𝑙 |𝑒−‖𝜕𝑥𝐼𝑖𝑗
𝑙 ‖ + |𝜕𝑦𝑑𝑖𝑗

𝑙 |𝑒−‖𝜕𝑦𝐼𝑖𝑗
𝑙 ‖

𝑖,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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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信息除了局部的遮挡导致突变外，大部分区域应当是平滑可导的。从

梯度角度来说，图像各像素的梯度总和越小，所得到的图像就越能准确描述实

际的视差，进而反映深度。同时，通过设计合理的梯度损失函数在整个损失函

数中的权重，在降低整体梯度值的同时保留必要的梯度突变信息，从而更好地

表示真实的视差信息。最终，总的损失函数为上述之和： 

𝐿𝑜𝑠𝑠 = 𝐶𝑎𝑝
𝑙 + 𝐶𝑎𝑝

𝑟 + 𝛼𝑙𝑟 ∗ (𝐶𝑙𝑟
𝑙 + 𝐶𝑙𝑟

𝑟 ) + 𝛼𝑑𝑠 ∗ (𝐶𝑑𝑠
𝑙 + 𝐶𝑑𝑠

𝑟 ) （3-8） 

在设计上述的损失函数后，会遇到损失函数不可微分的问题。作为对比，

在之前的监督式学习过程，由于损失函数都是可微分的简单函数，前向传播结

果直接可通过损失函数进行反向梯度传播。但是在非监督式训练中，这些损失

函数并不全是可微分的，反向传播无法直接实现。为了使损失函数可微分，需

要对预测的视差图结果应用空间变换网络（Spatial Transform Network）中的线

性插值方法[15]。具体而言，原始的预测视差值一般为小数，取该视差值的上整

数和下整数，获得对应整数视差值的新视图，计算差距并赋予视差取整所带来

的相应误差权重。最终，对上取整结果和下取整结果所得的损失函数值进行加

权平均，即为最终可微分的损失函数形式。 

具体的线性插值方程如下，floor 表示对 pixel 下取整，ceil 表示对 pixel 上

取整： 

𝑣𝑎𝑙𝑢𝑒[𝑝𝑖𝑥𝑒𝑙] = (𝑝𝑖𝑥𝑒𝑙 − 𝑓𝑙𝑜𝑜𝑟(𝑝𝑖𝑥𝑒𝑙)) ∗ 𝑣𝑎𝑙𝑢𝑒[𝑓𝑙𝑜𝑜𝑟(𝑝𝑖𝑥𝑒𝑙)] 

−(𝑝𝑖𝑥𝑒𝑙 − 𝑐𝑒𝑖𝑙(𝑝𝑖𝑥𝑒𝑙)) ∗ 𝑣𝑎𝑙𝑢𝑒[𝑐𝑒𝑖𝑙(𝑝𝑖𝑥𝑒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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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训练过程评价指标简介 

对于单目深度估计来说，一般的评价指标有如下几种： 

1、绝对值相对误差：𝑅𝑀𝑆𝑙𝑖𝑛 = √1

𝑛
∑ ||𝐷𝑖 − 𝐷𝑖

∗||
2

𝑛
𝑖=1                （3-10） 

2、平方值相对误差：𝑅𝑒𝑙𝑎𝑏𝑠 =
1

𝑛
∑

|𝐷𝑖−𝐷𝑖
∗|

𝐷𝑖
∗

𝑛
𝑖=1                       （3-11） 

3、均方根误差：𝑅𝑀𝑆 = √1

𝑛
∑ ||𝐷𝑖 − 𝐷𝑖

∗||
2

𝑛
𝑖=1                      （3-12） 

4、对数均方根误差：𝑅𝑀𝑆𝑙𝑜𝑔 = √1

𝑛
∑ ||𝑙𝑛 (𝐷𝑖) − 𝑙𝑛 (𝐷𝑖

∗)||
2

𝑛
𝑖=1         （3-13） 

5、真实值与预测值之比在 0.8-1.25 (0.82-1.252, 0.83-1.253) 间的像素百分比： 

% 𝑜𝑓 𝑝𝑜𝑖𝑛𝑡𝑠 𝑤𝑖𝑡ℎ 𝑖𝑛 𝛿: ∑ 𝑚𝑎𝑥 (
𝐷𝑖

𝐷𝑖
∗ ,

𝐷𝑖
∗

𝐷𝑖
) < 𝛿, 𝛿 = 1.25𝑛

𝑖=1 , 1.252, 1.253  （3-14） 

在实际编程中，一般采用 Python 的科学运算库 Numpy 进行编程。Numpy

库中的基本操作对象为 np.array，类似于 MATLAB 中的矩阵类。Numpy 库中的

运算默认为逐像素点运算，因此使用其来构建评价矩阵体系十分方便；同时其

还可对 np.array 的不同维度分别取平均或均方根等操作，大大节省了编程时

间。 

构建评价矩阵体系的另一个要点是获取真实的深度图信息，而这往往在公

开的训练数据集中没有提供。这是由于获取深度信息的过程相对复杂、占用较

大计算资源，同时获取深度信息所需的硬件设备也比较昂贵。一般而言，有以

下两种方式可以获取所需的深度信息： 

1、雷达点云图 

雷达是通过测量信号来回传输时间，进而获取目标点离雷达的距离。这是

目前获取深度信息的主要硬件方式，通过在采集数据集的车前方放置 16 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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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的雷达，便可获得相应的雷达点云图。随着线数的增加，雷达点云图的稠

密程度也会提升，更有利于真实深度图准确度的提升，但相应的硬件成本也会

增加。取雷达点云图后，还需要改变点云坐标系使其与真实场景的物体相对

齐。主要包括点云数据的坐标系变换，以及将变换后的数据投影至真实场景图

中进行可视化，大致结果如图 3.5 所示： 

 

图 3.5 雷达点云对齐后叠加至 RGB 图 

但是通过结果分析，训练数据集所提供的雷达点云图不够稠密，对于一些

小物体及遮挡物体的深度信息无法明显区分。综上所述，本文最终不采用雷达

点云图来表示训练集图片的真实深度，但其依然可以作为评价指标的信息使

用。 

2、双目视觉匹配算法 

对于一些未提供真实深度信息的数据集，获取深度信息一般会采用 SGM

（半全局匹配）等传统的双目视觉匹配算法。这些算法主要利用双目视觉的视

差关系。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半全局匹配算法（Semi Global Matching）[16]通

过计算像素间的互信息，进而得到不同双目匹配视差参数下对应的损失值，在

这些损失值中选取极小值，极小值对应的视差值被选择为最终的结果。在实际

数据集的深度信息生成中，可以直接使用 OpenCV 库中的

computeDisparitySGBM 函数进行操作，该函数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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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void computeDisparitySGBM( const Mat& img1, const Mat& img2, Mat& 

disp1, const StereoSGBMParams& params, Mat& buffer ) 

在编程时，只需输入原始左右视图的引用以及存放视差图的引用，并在参

数中设置 SGM 算法的一系列参数，即可得到双目半全局匹配的视差图结果。

但是经过结果实际的验证，SGM 算法所得到的视差图会存在较大的噪声，当作

为训练数据输入神经网络时，所得到的深度图精度较差。综上所述，双目匹配

的传统算法获得真实深度信息这一途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如上所述，对于获取真实深度图用于训练的这一思路，在实际实验中总是

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将采用非监督式训练的方式，这种方式不需

要获取真实的深度信息，仅需要左右 RGB 视图。由于左右 RGB 视图数据相比

于真实深度图数据更容易获取，因此本文最终选择该方法作为基本思路。同

时，尽管非监督学习所得到的结果为视差图，但可利用深度图与视差图之间的

关系转换为深度信息，这意味着仍然可用 Python 的 Numpy 库相关工具进行计

算，得到非监督学习的结果评价指标。 

3.6 视频流读取并调用 C++接口处理 

在先前的网络构建及训练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是 Google 推出的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17]。在训练模型时，一般均采用 TensorFlow 的 Python API 进行

模型的构建和优化，这样有利于缩短代码的编写时间、提高开发效率。但是当

调用训练模型进行结果实时输出时，由于 Python 属于解释型语言，其运行效率

相较于 C++等语言有较大的差距，对结果的实时性会造成比较大影响；而 C++

作为 C 系列的语言，在运行速度上具有较大的优势，比较适合进行实时的演

示。同时，TensorFlow 的底层机制就是使用 C++语言编写的，Python API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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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进行了封装以方便调用，而 C++则是 TensorFlow 原生支持的语言之一。

因此，本文最终考虑使用 Python 训练模型，使用 C++调用训练节点进行实时输

出。 

此外，TensorFlow 能够实时运行模型的另一要求是有 GPU 的支持。一般来

说，深度学习加速都需要 NVIDIA 显卡的支持，并且需要根据 TensorFlow 框架

的版本，选择相应版本的显卡驱动 CUDA 和深度学习运行所需的 CuDNN 库。

目前，如目标检测等问题的轻量级网络，甚至可以运行在如 Android 手机等资

源有限的移动设备上。而对于前述的针对单目深度估计设计的网络，则可以在

NVIDIA 推出的面向移动设备和自动驾驶领域的移动显卡 TX2 设备上运行，而

C++语言进行模型调用及编译又可进一步降低网络所占资源。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24 

 

4 具体技术路线与实现过程 

该部分是对上述分析的具体实现过程记录，首先是单目深度数据集的对比

和选取，其次是网络的具体实现、训练过程和评价指标计算，接着是实时单目

深度估计的 demo 展示部分。最后，本部分会对整个项目进展过程中的典型问

题与解决方案进行记录。 

4.1 数据集选择 

纵览深度学习的过程，除了合理设计网络结构和损失函数外，还需要选

择、构建合理的数据集。首先，数据集需要尽量多地包含室外的各类场景，以

及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情况；同时，数据集还应当做到无偏差，各类场景在总

数中所占的比例应当尽量接近，这样可使神经网络更加均衡地学习特征，而不

是偏向于某一类场景。在此基础上，数据集的数量与最终训练结果的实际效果

成正相关关系，当数据集的数量越大时，神经网络学习的样本数量越多，神经

网络对现实场景的鲁棒性和泛化性能也更加好。 

在实际的训练数据集选取上，本文通过调研，选择了以下三种数据集，其

中从 Make3D 数据集到 Cityscapes 数据集到 KITTI 数据集，数据集的复杂程度

和样本数量也依次增加，下面依次对三个数据集的处理进行具体阐述： 

4.1.1 Make3D 数据集使用 

Make3D 数据集是一个早期的 RGB 和深度信息数据集[18]，由于当时深度学

习还未出现，对数据集的大小和样本数量还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在该数据集

中，深度信息是通过激光数据进行换算得到的，这种方式所获取的深度图，对

于近处事物的深度计算准确度要高于远处事物的深度计算准确度。Make3D 数

据集的样本数量很少，训练样本为 400 张，测试样本为 134 张，一般用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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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测试非深度学习进行单目深度估计的方法，例如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模型等。由于数据量过小，该数据集只能用于早期的熟悉深度

学习训练过程，在后期网络中网络几乎都会在其上过拟合，从而几乎学习不到

有用的泛化深度信息。 

4.1.2 Cityscapes 数据集使用 

Cityscapes 数据集是在欧洲（主要为德国）的各大城市所采集的数据[19]，

这个数据集原先是为了语义分割问题而收集建立的，在公开网站上提供了左右

视图和实际语义分割图。尽管该数据集也提供深度信息，但其在网站上不是直

接的公开下载链接，而是需要向研究者发邮件来获取下载链接。除此以外，该

数据集的深度数据并不是通过硬件设备直接获取的，只是在左右视图的数据基

础上使用半全局匹配算法（SGM）[16]并对匹配结果进行插值来降低结果的噪

声。Cityscapes 数据集的样本数量较之前有提升，训练样本有 2975 张，验证样

本有 1525 张，测试样本有 500 张，但数量仍不是很多。因此，在不断调整模型

的过程中，可以先使用 Cityscapes 数据集进行训练，来验证网络结构的收敛特

性，若收敛速度较为合理则可以在更大的数据集上进行大规模训练。 

但是，由于 Cityscapes 数据集的数量不大，且其中的场景多为市中心所录

制，包含的元素多为市区道路、行人、楼房等元素，对训练网络容易造成过偏

（网络只学习了城市场景，对于乡村、学校等场景的学习，容易出现对城市场

景的过拟合，而在其他场景的结果效果不好）。此外，若采用监督式学习方

案，所使用的真实深度图也只是通过 SGM 算法[16]所得到的，准确度和噪声都

不如人意，而网络则会去学习这些错误信息造成过拟合，应用到实际场景中的

效果也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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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KITTI 数据集使用及生成雷达图 

KITTI 数据集是目前使用非常广泛的车辆视角的数据集[20]，大小约为

180GB，约有 4 万张图片可供训练。KITTI 数据集覆盖了车辆驾驶中几乎所有

的可观测的量，例如立体图像（左右视图）、光流、视觉测距、目标检测等问

题。这些数据是在 5 天时间内的各段时间内连续采集，并且涵盖了公路、学

校、城市、居民区和行人总共 5 种场景。由于 KITTI 数据集数量大、覆盖场景

全，也成为评价许多深度学习网络的预测指标的标准数据集。因此，本文所研

究的单目深度估计问题，最终采用 KITTI 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集，同时也作为

最终训练结果的评价指标基准，以方便与现有的单目深度估计方式进行定量对

比。 

在一开始使用 KITTI 数据集的时候，其中除了左右 RGB 图像和雷达信息

外，可以下载真实的深度图，但是验证下载后的深度图发现，这些深度信息过

于稀疏，且对行人、树木等物体的深度信息都不够准确，较难在此基础上训练

得到较好的结果，因此本文不采用该数据集直接提供的深度图进行训练。 

如前所述，KITTI 数据集拥有左右 RGB 图像以及根据雷达信息可得的深度

数据信息，因此既可以采用监督学习方式（使用单幅 RGB 图像和对应雷达数

据）和非监督学习方式（使用左右 RGB 视图）。本文对两种方式的数据准备过

程介绍如下： 

当选择监督式学习方式时，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利用雷达数据获取真实深

度图。这一部分既包括读取原始的雷达数据及其对应的深度并根据标定数据对

RGB 图像标定，又包括将原始的雷达数据云图与 RGB 图像进行对齐，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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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需要额外的相机与雷达标定数据。具体来说，加载雷达点云的过程可分为

以下 4 个步骤： 

a）读取标定文件的相应标定数据矩阵。其中，velo_to_cam0 为从雷达坐标系到

0 号相机坐标系间的转换矩阵，cam0_to_cam0 为 0 号相机坐标系本身的畸变矫

正，cam0_to_camX 为从 0 号相机坐标系到 X 号相机坐标系，通过三个矩阵的

依次左乘，可以得到最终所需的雷达点云在 X 号相机坐标系下的新坐标值。 

b）读取雷达点云和图片，实际操作时每 5 个雷达点读取 1 个进入内存。 

c）加载完全部数据后，还需要移除过近的数据（代码中为移除<5m 的雷达点云

数据），这是因为雷达一般安装在车头位置，而摄像头一般安装在整车的中前

侧，两者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落在此区间的雷达点数据是无效的。 

d）加入伪彩色映射，对不同距离的雷达点染色，使得最终的雷达点云深度图能

够更加直观化。 

但是，按照该步骤操作后，输出的雷达点云图精度只能大致反映图像整体

的相对远近，对于行人、房屋等物体的雷达探测精度不够，并且雷达数据只在

图像的下 2/3 部分，上 1/3 部分没有雷达点云，因此也不存在深度，对训练造成

了额外的难度。通过查阅资料，上述步骤的雷达点云深度图还需要经过插值补

全操作，但是插值会降低其余像素的深度信息精度。因此，该方法暂时无法继

续进行下去，需要更换为非监督式学习方案。 

在非监督式学习方案中，只需要获取左右视图，对雷达点云数据没有需

求，数据集准备起来会更加容易。同时，若采用非监督式学习方案，还可以采

用自己所采集的数据集进行训练或者后期微调，采集设备只需要普通的双目相

机即可，目前许多相机都能满足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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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数据集读取方式：tf.data.Dataset 

在选取完合适的训练数据集后，下一步就是将数据读入供模型使用。由于

本文使用的深度学习框架是 Python+TensorFlow，因此读入数据的部分也会以

Python 的相关读写接口以及 TensorFlow 自带的读写接口为基础进行。一般来

说，深度学习的数据读取会有以下几种加载方式： 

首先是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加载整张图片进入内存，这样可以节约后续阶

段每次读取图片所耗费的时间，但是这样的方式占用内存过大，往往运行至网

络部分程序就会因为内存不足而崩溃，所以实际上此种方式只是在数据集的数

量十分小（小于 1000 张）的时候才会采用，并且需要保证计算机或服务器拥有

足够的内存容量来同时进行图片数据和网络参数的存放。 

其次是避免加载图片的所有数据进入内存，而是加载图片对应的路径进入

内存。在实际操作中，若使用 Python 自带的文件读写 API，则此类方法占大多

数。对于文件名的存放，一般采用 Python 中的“字典”数据结构。例如，在本文

的相应读取程序中，每对数据的存放是如下的结构： 

{"image": image_left, "image_corr": image_right, "annotation": depth} 

在将整个数据集按照上述结构读取后，由于神经网络每次前向传播和反向梯度

优化需要输入一批数据，也就是几对数据同时输入到网络，每次需要从上述的

结构中取出相应的元素，最简单的做法是设定一个当前取元素的起始索引，取

出从起始索引向后批数量的样本，同时更新起始索引。 

这种方式比较直观且易于理解，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每次将数据输入神经

网络需要从硬盘中读取图片，在运行速度上会受些许制约，但是相较于神经网

络的传播及优化时间，读取时间对总运行时间的影响很小，在本文开始进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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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编写时，便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数据读取，当时由于数据集一般最多为几千

张图片，因此该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该方法在读取大型数据集（如几万张或者几十万张）时便会出现比

较严重的性能读写瓶颈，例如读取 KITTI 图片的初始化过程中便耗费了非常长

的时间，且内存占用也较为严重，此时便需要使用 TensorFlow 自带的数据集读

取工具 tf.data.Dataset 来进行该过程[21]。 

首先对 tf.data.Dataset 这一框架进行简单的介绍。Dataset 框架不同于前面所

述的两种方法，它同时支持从硬盘或内存中读取数据，同时由于在 TensorFlow

框架下，读取数据还可以利用 TensorFlow 的相关 GPU 读取数据接口，由于

GPU 的并行加速特点，这能够显著加快数据读取速度。 

在 Dataset 接口中，主要使用的是 Dataset 和 Iterator 两种数据类型。对于单

目深度估计的数据集读取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步： 

a）首先需要创建存放数据文件路径名的数据结构，但此处将每类数据的路径名

存储为单独的列表，需要保证列表的长度均是相同的，因为 Dataset 框架在后续

会对其进行切片。 

b）其次是构建分析函数（parse function），这是 TensorFlow 对之前的队列数据

的解析过程。在本文的数据读取部分，使用了 tf.read_file，

tf.image.decode_image，tf.image.convert_image_type, tf.image.resize_image 等几

类常用函数，分别用于读取文件、根据图片类型进行解码、转换图片每个像素

的数据类型、对图片进行改变大小的操作，这些操作都在内部进行了 GPU 并行

的优化。TensorFlow 通过使用 map 函数调用上述定义的分析函数，后续可直接

通过 tf.Session()对象启动图的运算，进而获得具体的各批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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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上所述，对数据集的初始化实际是建立了一张数据读取的、运行于 GPU

的张量图，而激活该张量图的运行则是通过 get_next_batch() 这一函数实现的，

它主要负责获取下一批次的数据，这些数据将送入后续的神经网络。在数据被

抽象化为张量的基础上，需要使用 Dataset 的 iterator 类，它负责每次取出相应

的批次数据。 

在取数据前，需要对数据集顺序进行打乱。在 Dataset 框架中，可以很方便

的实现这一点：shuffle是对数据集进行打乱，batch则是将数据集切分为 batch_size

批次大小的各个小块，repeat 则是需要对数据集进行迭代的次数。 

完成上述操作后，使用 make_initializable_iterator() 新定义一个对数据集的

迭代变量，并在运行 with tf.Session() as sess: 前对该迭代变量进行初始化，之后

便可将该迭代变量看成一个运行获取数据的张量，每次运行时，对训练数据集或

测试数据集的迭代变量运行其成员函数 get_next()，即可获取相应的批次数据，

这也使读取数据使用十分方便。 

4.2 深度学习网络编写 

在完成上述的数据读取、模型加载和保存过程后，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

是编写网络结构。尽管 TensorFlow 自身存在 tf.nn 类来封装了最底层的网络层

类型，但是 tf.nn 类在训练时还需要手动初始化相关参数，而一般的均匀随机

化、正态随机化等方式往往会导致最终的训练结果不够理想，所以一般均采用

更高层的网络层定义方式，例如 tf.contrib.slim，tf.contrib.layers 等。这些函数只

需按照其格式传入相关参数，便可自动创建相应的网络层，无需考虑底层的参

数初始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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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4.3.1 初步训练：利用已有小数据集的 Groundtruth  

在训练初期，首先尝试比较直观的监督式学习，通过 tf.data.Dataset 类获取

RGB 图和对应的深度图后进行训练。由于本项目使用的网络在网络没有预训练

的模型，因此需要自己从头开始训练，此处直接对所有初始化后的参数进行训

练优化。初步训练为了检验特征提取网络的效果，未加入网络中部的多尺度特

征融合网络部分，只使用了最初的改进 ERFNet 和最后的上采样网络。 

网络训练中需要设定一系列的超参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学习率相关参

数，此处设置了学习率为 1e-4，而优化算法则沿用了目前效果较好的 Adam 梯

度下降法。数据集采用了 Make3d 数据集，其中约有 400 张训练图片，经过训

练的最终效果如下（选取部分测试图片进行展示）： 

 

图 4.1 在 Make3d 数据集上初步训练结果 

其中，最上排为真实深度图，中间排为真实 RGB 图，最下排为网络预测深

度图。可以看到，在数据集较小的情况，网络还是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信息

的，但还是存在问题：网络只能学习到树木、地面等较大物体，而对于一些较

小、结构较精细物体的预测效果较差。此外，该网络更擅长于预测近、远处物

体的场景，例如近处为马路、树木，远处为天空的场景，如图 0、30、4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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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距离介于近处和远处的场景物体，网络的预测就不够准确，例如图 10 中场

景基本为房屋的墙面，此时神经网络便直接将其识别为近处物体，与真实的深

度图差别较大；此外，在图 20 中，神经网络对树和远处天空的深度预测较为准

确，但是对介于两者间的房屋，预测的深度信息同样出现了偏差。 

此外，尽管网络由于较小而增加了运行速度（在 GTX 1080Ti 上使用

240*320 分辨率的输入图片测试可达到 50fps），但是丢失了较多细节信息，需

要后续加入多尺度特征融合层来改善效果。 

4.3.2 加入不同尺度提取模块，融合多尺度信息 

如上所述，仅仅采用轻量级的特征提取网络无法学习到高质量的深度信

息。为了改进网络，这一部分设计了两路特征提取，其中一路下采样 32 倍，用

于提取图像的全局信息（因为降采样为 1/32 后感受野为原始的 32 倍），而另

一路只下采样 8 倍，用于提取图像的局部细节信息（感受野为原始的 8 倍）。

同时为了保证只有图像的有效细节信息被传递，在两路融合的过程中还加入了

注意力机制，即在下采样 8 倍的网络结果不直接输出，而是先通过额外的卷积

神经网络输出 0-1 区间的 mask 层，作为控制信息传递下去的门控（实际操作中

对输出层和 mask 层进行乘积）。 

在训练时，设置超参数中的学习率为 1e-4，依然采用 Adam 梯度下降法。

在完全从头训练模型时，发现模型总是无法收敛，总是会在几次迭代过后发散

至 Nan。经过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特征提取注意力机制的相关参数在开始为随

机变量，可能会出现通过注意力机制门控的变量多数为 0 的情况，从而造成训

练损失值发散到 Nan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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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至少一类网络（特征提取网络或注意力网络）

参数事先设置得比较好。因此，本文比较了网上开源的几个效果较好的预训练

模型，并且最终采用了 XCeption 模型[8]，它在保证轻量级的同时也有较好的特

征提取能力。在训练时设置网络的学习率为 1e-4，依然采用 Adam 梯度下降

法。结果证明，网络训练收敛的效果确实有较大改善，具体训练损失的变化如

下（纵坐标为平方差损失，横坐标为迭代次数）： 

 

图 4.2 加入不同尺度提取模块后训练损失值下降情况 

在开始阶段（200 次迭代以内），模型的损失值能够比较快速地下降，这

说明导入预训练模型是有效的。在 300 次迭代之后，模型损失逐渐趋于稳定，

大致保持在 0.4 的平方差误差这一水平。由于当迭代次数在 400 到 500 之间损

失值已经不太下降，模型最终训练到 500 次迭代后停止，保存最终的输出预测

结果和相应的输入真实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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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在 Make3d 数据集上训练结果 

为了与只使用特征提取网络进行对比，本次训练数据集只采用了较小的

Make3d，从左至右依次是真实 RGB 图、真实深度图、预测深度图。可以发

现，物体的轮廓相较之前有了较大地改进，这说明将图像整体信息和细节信息

相融合的做法是正确、有效的，但是在下排图中的某些小物体依然没有被网络

学习到相关信息。因此，接下来改进的方向之一便是加入更多路多尺度融合的

网络结构，同时需要想办法克服由此带来地速度和占用资源方面的劣势。 

同时，采用的数据集也需要进行数量上的增加，否则训练的结果容易出现

过拟合，训练的模型也很难应用在实际的场景中。 

4.3.3 使用本文设计的 ERF-PSP Net（加入注意力机制） 

在经过上面的几次尝试后，本文总结了以下在单目深度估计网络模型设计

中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是需要采用多路多尺度特征融合，其次可以引入注意

力机制，再者是增大训练数据集。根据上述的几个改进点，本文最终将网络设

计为加入注意力机制的改进 ERF-PSP Net 模型[22]。 

为了进一步测试网络的预测效果，此处使用了更大的 Cityscapes 数据集。

在训练过程中，通过多次试验，调整初始学习率为 1e-3，但是又加入了学习率

衰减机制，即每经过 decay_step 次迭代整个数据集后，学习率降低为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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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在实际操作中，设置 decay_step=5，而优化器依然使用 Adam。在训练过

程中，发现该网络对深度的单目预测结果相较之前有较大的提高，具体如下： 

 

图 4.4 在 Cityscapes 数据集上训练损失值下降情况 

此处，纵坐标为平方差损失，横坐标为迭代次数。可以看到，平方损失值

在 1000 次迭代之前快速下降，而在 1000 到 2500 次迭代间，损失值几乎没有下

降，一直稳定在 0.03 附近的损失值。观察此时的可视化结果，已经能够达到一

定的效果，但仍可以进一步调低学习率来改进效果。因此，在 2500 次迭代的时

候本文提前结束了训练，并且进一步调低了学习率，通过加载先前保存的训练

模型继续训练。可以看到，训练期间的平方差损失得到了进一步降低，从 0.03

降低到了约 0.028 左右，此时查看预测可视化结果效果也有进一步的改进。最

终，在 3500 次迭代左右停止了训练，最终的预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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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在 Cityspaces 数据集上训练结果 

从左到右依次为真实 RGB 图、真实深度图、预测深度图。可以看到，此处

网络对细节的预测结果相较之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上排图中，不仅能够正

确预测行人对应的深度信息，同时对行人自身的姿态也有较好的学习效果；在

下排图中，对路边汽车的深度信息预测效果良好，同时深度信息没有呈现“一

团”的效果，相邻车辆的深度信息能够被区分，因此可以认为该网络使用监督

式学习能够在训练集上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当将该训练模型移植到自己采集的视频测试效果时，发现实际效果

不如人意，表现为模型对实际场景的物体识别预测能力不好，在不断读取视频

下一帧的过程中，预测的深度图始终差不多。这说明前面的训练过程中发生过

拟合，因此导致应用在实际场景中的效果与训练数据集相差很大。为了解决该

问题，本文提出了下面两种方法：一是在数据层面上，使用更加大的数据集

（即为前面所述的 KITTI 数据集）；二是在损失函数方面，如前所述，采用左

右视图形式的非监督式损失函数，能比一般的监督式损失函数更好地描述深度

信息的特点。 

4.3.4 非监督训练 

非监督训练在网络结构上与监督式相同，所改变的是损失函数，具体内容

在原理部分已经说明。此外，为了进一步减少过拟合现象的发生，在后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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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了更大的，覆盖场景更多样的 KITTI 数据集，其训练数据对可以达到 4 万

多张，对于单目深度估计任务来说已经够用。由于学习方式改为非监督训练，

经过尝试后，此处初始学习率设置为 1e-5，然后每 3 次迭代整个数据集后，学

习率降低为原先的 0.8，优化器依然使用 Adam。具体的损失函数过程变化如

下： 

 

图 4.6 左右视图重建损失下降情况 

 

图 4.7 左右视差一致性损失下降情况 

 

图 4.8 视差图梯度损失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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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的可视化结果，能够确定该网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更换

为非监督学习的损失函数后，模型依然能够较快的收敛。其中能够直接说明生

成深度图质量的损失函数是左右视图重建损失，从其变化图可以看出，模型的

最终左右视图重建损失大致稳定在 0.12 左右。且在 GTX 1080Ti 上运行可以达

到约 20fps（输入图像的分辨率为 512*256）训练结束后，导出预测结果如下： 

 

 

图 4.9 非监督训练结果 

从结果来看，在训练数据集上的预测结果不如监督式学习的结果效果；但

是从上节的结果来看，在训练数据集上获得特别好的预测结果，并不能说明其

应用到实际场景上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最终效果的对比还是需要在实际场景

上进行。而当把该模型应用至之前录像的实际场景视频中时，其效果相较于监

督式训练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说明非监督学习能使网络更好地学习到深度信

息所需的特征，从而具有更好的场景适应和泛化能力。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提高非监督学习的结果精度即可，而这可以通过

在非监督学习的基础上，利用监督式学习过程进行微调。需要注意的是，非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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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学习预测的是视差图，在监督式学习微调前需要使用深度与视差间关系对视

差图进行转化，之后才能使用监督式学习进行微调。 

微调过程不需要对参数进行大幅度的更新优化，应当保持参数的总体趋势

不变，因此需要降低该阶段的学习率。在实际操作中，将微调的学习率设置为

1e-8，经过试验，该学习率值能够保证参数始终位于实际最优值附近，同时做

小规模的优化收敛。 

最终，当误差趋于稳定时停止训练，输出结果如下： 

  

  

图 4.10 监督训练微调结果 

可以看到，经过监督式学习的微调过后，模型预测深度的精度得到了提

升，例如上排图和下排图的车辆的深度信息便得到了较好的预测。 

4.3.5 训练评价指标 

完成训练过后，需要对结果进行评价，进而与现有的几种方式进行定量对

比。在这里采用了一篇参考文献开源的模型评价源代码，对上面训练结果进行

评估，其中采用的指标沿用了单目深度估计普遍采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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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训练模型评价结果 

相对绝对

值误差 

相对平方

差误差 

均方根 

误差 

对数均方

根误差 

偏差比

<1.25 

偏差比

<1.252 

偏差比

<1.253 

Abs Rel Sq Rel RMSE RMSE log δ<1.25 δ<1.252 δ<1.253 

0.200 1.706 7.633 0.315 62.6% 85.5% 94.6% 

以上为评估所得到的本文训练模型的相关指标数值。作为对比，下面选取

了一篇论文中现有模型的评估指标，展示如下： 

表 4.2 目前主流方式评价结果 

方法 Abs Rel RMSE RMSE log δ<1.25 δ<1.252 δ<1.253 

Eigen 

Liu 

Garg 

Godard 

Ours 

0.203 

0.201 

0.169 

0.140 

0.200 

6.307 

6.471 

5.104 

4.471 

7.633 

0.282 

0.273 

0.273 

0.232 

0.315 

67.3% 

68.0% 

74.0% 

81.8% 

62.6% 

89.0% 

89.8% 

90.4% 

93.1% 

85.5% 

95.8% 

96.7% 

96.2% 

96.9% 

94.6% 

可以看到，尽管本文训练的结果离目前效果较好的模型仍具有一定差距，

但是也在目前所有的模型评价指标中处于中等的位置。考虑到应用至实际场景

中需要做到实时性与准确性相平衡，本模型没有采用性能更强的 VGG 网络或

者 ResNet 网络等；同时，由于本模型的训练资源只有一个 1080Ti，难以进行大

规模训练，因此该结果依然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4.3.6 训练结果 

训练结果输出只需直接调用相应的训练模型，并通过读取视频的每一帧，

利用神经网络进行单目深度估计，最终输出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面设

计的神经网络能够接受任意尺寸的输入，但是为了得到与训练过程中相似的预

测效果，推荐将输入图像尺寸缩放至训练图像的相同尺寸，之后再输入网络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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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实际场景测试时，使用多模态视觉传感器在某日中午采集的图像，

进行单目深度估计的结果视频其中一帧。可以看到，模型能够对车辆、行人等

物体给出比较满意的深度预测结果，并且在视频播放过程中，能够清晰观察到

上图中电动车由近至远的运动过程及其对应的深度变化。 

  

图 4.11 实际场景预测结果（白天+夜晚有车灯） 

此外，一个可应用的单目深度估计模型，还应当对不同环境进行自适应。

为此，本文又收集了同一场景在夜晚的视频数据，同样输入相同的训练模型观

察效果。结果显示，尽管预测结果与白天光照充足的场景相比有一定的退化，

但仍能反映场景深度的大致分布，由此说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鲁棒性，这也侧

面反映了非监督式学习相比监督式学习更适合单目深度估计问题。 

此外，本文还尝试了无汽车远光灯照明的夜晚场景，此时模型的预测性能

便与前两者有较大差距，原因可能是此时场景几乎为全黑，模型自然无法从中

提取有用的信息，预测结果也显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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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实际场景预测结果（夜晚无车灯） 

4.3.7 OpenCV 读取并展示视频流 

OpenCV 的基础功能是读写图片并进行各种处理，而视频可分解为多帧连

续的图片，因此 OpenCV 可以通过将每帧图片输入到处理流程中得到输出结

果，最终将输出结果重新合并为结果视频。为了方便开发者的使用，OpenCV

的视频模块也提供了相应的读写 API，用于将视频分解为多帧静止图像，进而

采用其图像处理的各函数进行下一步操作。OpenCV 的视频操作中，最基本的

两类是 VideoCapture 类和 VideoWriter 类，分别负责读取视频和写入视频两类

基本操作（VideoCapture 还可执行打开摄像头操作）。 

在 Python 中，只需加入“import cv2”即可使用 OpenCV 的全部 Python API；

而在 C++中，需要针对不同的功能导入相应的头文件和库，头文件中包含了视

频处理的对应函数，同时在调用 OpenCV 函数之前需要声明变量在 cv 命名空间

中，否则会找不到相应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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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需要使用 OpenCV 的部分是对预测深度图进行伪彩色表示，此处

使用 cv::applyColorMap 函数进行，灰度值至彩色值映射选择为适合人眼观察效

果的 cv::COLORMAP_JET，如下从左到右分别对应 0-255 的灰度值。 

 

 

图 4.13 伪彩色映射图 

4.3.8 移植至车载视觉传感器的效果 

图 4.14 为将模型部署至实车传感器后得到的效果展示视频截屏，其中单目

深度估计结果在传感器输出图右上角。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单目深度估计的预

测结果尽管不如双目立体匹配效果，但仍能大致反映场景中不同物体的深度，

并且区域内容也与双目立体匹配区域基本相同；同时，单目深度估计不会对车

盖等特殊事物的深度信息误判，此处能够弥补双目立体匹配算法的不足之处。 

 

图 4.14 集成至视觉传感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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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问题和困难 

这一部分主要记录了在上述模型的实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于环境配置

和代码编写方面的问题；诸如建立模型、读取数据等问题已在前部分被提及，

故此处不再赘述。 

a) 调用 TensorFlow 的 batch_normalization 层时，需要在训练的 main 函数中定

义优化器前加入： 

update_ops = tf.get_collection(tf.GraphKeys.UPDATE_OPS)   

with tf.control_dependencies(update_ops):   

这是因为根据 batch_normalization 的定义：y=γ*(x-μ)/σ+β，在这个将输入

归一化的式子中有四个参数：γ、μ、σ、β，但是 TensorFlow 默认只将 γ 和 β 加

入到参数更新列表中。如果不加入上述的两句话，μ 和 σ 默认排除在可训练参

数之外，而这两个参数在式子中起到了将原始数据归一化、得到数据的滑动平

均值的重要作用，需要成为可训练参数。因此，当网络中需要采用

batch_normalization 层时，必须加上这两句话。 

b) 本文所使用的 TensorFlow 环境是使用 Ubuntu 下 Anaconda 的开发套件所搭

建的，而对于另外一个所需的 OpenCV 库而言，本来直接使用 conda install 

python-opencv 即可，但是在使用是发现该方式安装的 python-opencv 不支持视

频解码模块，表现为 cv2.VideoCapture 读取存在的视频路径时，依然返回

False。经过资料查找，这是因为 Anaconda 开发套件的 OpenCV 库存在一定问

题，无法对视频进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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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buntu 环境下，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从 GitHub 上下载 OpenCV 和解

码工具 FFmpeg 的源码，在本机环境下利用 make 重新编译。在 Windows 环

境，则还需要将 OpenCV 对应版本的注册表文件*.dll 拷贝至 Anaconda 的安装

目录下。 

c) 在使用 TensorFlow 的 C++版本时，开始时总提示找不到相应的头文件，经

检查是 CMakefile 中的 include_directories 和 target_link_libraries 下未包含足够的

TensorFlow 头文件，按照网上教程后添加缺少的文件路径后即可解决。 

4.5 总结展望 

本次毕业设计的主题为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整个项目的进度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调研选择方案，中期使用 Python 实现方案，后期利用

C++将模型集成运行 demo。在前期调研中，首先选择了深度学习作为该项目的

完成方式，并且构建了精度和准确度相平衡的网络结构；中期的训练过程，使

用 Python 接口的 TensorFlow 框架对网络结构进行具体编程实现和运行训练；

后期最终将训练模型进行展示和集成。具体，本项目取得了如下成果： 

a) 本项目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模型比较，最终确定了以 ERFNet 为基础结果

的特征提取网络+以 PSPNet 为基础的多尺度特征融合网络+非监督式网络损失

函数的单目深度估计的网络模型构建，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其有效性。 

b) 本项目通过比较几个现有的单目深度估计常用数据集，分别分析其优缺点，

并相应提出不同的使用方式和数据预处理步骤，最终采用了数量最大的 KITTI

数据集进行单目深度估计的实际网络训练，并训练得到可应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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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项目通过将 Python 接口训练所得到的网络模型进行 C++接口调用，扩展

了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应用场景（由于许多项目和摄像头相关程序都需通过

C++进行编程使用），并用于最终 demo 展示。 

d) 本项目最终可集成至实验室的下一代立体视觉传感器中，作为深度估计的模

块之一。 

此外，尽管本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进展，但在未来仍可以在以下

方面进一步改进和研究： 

a) 单目深度估计由于只有单摄像头获取的图像，目前还未能完全达到双目深度

估计的精度和准确度。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双目深度估计和单目深度估计相

互的优缺点，来促进单目深度估计结果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b) 引入对抗学习的思想。当前的单目深度估计网络所采用的损失函数都是人为

定义的相关函数，这些函数往往注重某些方面的训练优化，而忽视了其他方

面，因此对最终的训练效果造成了一定限制。而对抗网络的损失函数是由判别

器网络自身所学习，所得到的网络损失函数可以代表更加科学的优化方向。 

c) 解决模型在实际设备（尤其是资源受限设备）上的运行速度问题。尽管为了

提升网络推理速度，在特征提取部分网络选择了 ERFNet 这一轻量级网络结构

作为基础进行修改，但是加入后面的多尺度特征融合网络仍然抑制了网络运行

速度。今后需要加入网络压缩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如降低参数位数等）。 

d) 学习如何将训练模型部署至移动设备（如 FPGA）上，在部署过程中可以更

加了解 GPU 并行运算、网络资源优化等相关内容，对深度学习的原理可以有更

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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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单目深度估计在深度学习这一利器的辅助下，还有许多发展和

进步的空间。高准确度和泛化性的单目深度估计可以应用至自动驾驶、盲人视

觉辅助等领域，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革。自己也希望在硕士阶段，深入研

究该部分内容，同时借鉴视频流时间分析、目标检测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提升检

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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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源代码 

1.1. main.py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SPNet_v3 as psp_v3   

import ReadData as read   

import scipy.misc as misc   

import os   

import time   

import argparse   

import left_right_loss as Loss   

slim = tf.contrib.slim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Monodepth TensorFlow 

implementation.')   

parser.add_argument('--checkpoint_path', type=str, help='path to a specific checkpoint 

to load', default='')   

parser.add_argument('--batch_size', type=int, help='batch size', default=8)   

parser.add_argument('--input_height', type=int, help='input height', default=512)   

parser.add_argument('--input_width', type=int, help='input width', default=256)   

args = parser.parse_args()   

mode = "train"   

data_dir = "/data"   

saver_dir = "/home/zhoukeyang/mono-depth/"  

check_dir_read = "/data2"   

check_dir = "/output/"   

logs_dir = "/output/"   

adam_init_lr = 1e-5   

adam_pretrained_init_lr = 1e-8 

weight_decay = 2e-4   

l2_regu_weight = 1e-5   

lr_decay_step = 3   

grad_clip_norm_value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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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range = 101   

   

input_width, input_height = args.input_height, args.input_width    

input_channels = 3   

batch_size = args.batch_size    

   

def main(argv=None):    

    tf.reset_default_graph()    

   

    print("Setting up image reader...")    

    train_dataset, valid_dataset, training_len, validation_len = 

read.read_data_v6(data_dir)    

    train_dataset = train_dataset.shuffle(buffer_size=300).batch(batch_size).repeat()    

    valid_dataset = valid_dataset.shuffle(buffer_size=300).batch(batch_size).repeat()    

    train_iterator = train_dataset.make_initializable_iterator()    

    valid_iterator = valid_dataset.make_initializable_iterator()    

    print("train length: {}, valid length: {}".format(training_len, validation_len))    

   

    print("Constructing network...")    

    x_left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Non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nput_channels], name='x_left')    

    x_right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Non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nput_channels], name='x_right')    

    is_training = tf.placeholder(tf.bool, name='is_training')    

    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trainable=False, name='global_step')    

    disp_left = tf.clip_by_value(psp_v3.PSPNet(x_left, is_training=is_training, 

global_step=global_step), 0, 64)    

    disp_right = tf.clip_by_value(psp_v3.PSPNet(x_right, is_training=is_training, 

global_step=global_step, reuse=True), 0, 64)    

    disp_left_result = tf.add(disp_left, 0, name='disp_left')    

    disp_right_result = tf.add(disp_right, 0, name='disp_right')    

   

    tf.summary.image('x_left', x_left, 2)    

    tf.summary.image('x_right', x_right, 2)    

    tf.summary.image('disp_left', disp_left, 2)    

    tf.summary.image('disp_right', disp_right, 2)    

   

    mean_loss = Loss.calc_loss(x_left, x_right, disp_left, disp_right)    

   

    adam_lr = tf.clip_by_value(tf.train.exponential_decay(adam_init_lr, 

global_step=global_step, decay_steps=lr_decay_step, decay_rate=0.5), adam_init_l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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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adam_init_lr)    

    adam_pretrained_lr = 

tf.clip_by_value(tf.train.exponential_decay(adam_pretrained_init_lr, 

global_step=global_step, decay_steps=lr_decay_step, decay_rate=0.5), adam_init_lr / 

1000, adam_init_lr)    

   

    with tf.variable_scope('optimizer'):    

        optimizer = tf.train.AdamOptimizer(learning_rate=adam_lr)    

        optimizer_pretrained = 

tf.train.AdamOptimizer(learning_rate=adam_pretrained_lr)    

   

    var_num = 0   

    include_var = []    

    exclude_var = []    

    for var in tf.trainable_variables():    

        var_num += np.prod(np.array(var.get_shape().as_list()[1: ]))    

        if 'resnet' not in var.name:    

            if 'Adam' not in var.name:    

                exclude_var.append(var)    

            else:    

                include_var.append(var)    

        else:    

            include_var.append(var)    

   

    print("pretrained_var length: {}, random_var length: {}, parameter num: 

{}".format(len(include_var), len(exclude_var), int(var_num)))    

   

    grads = optimizer.compute_gradients(mean_loss, var_list=exclude_var)    

    if len(include_var) != 0:    

        grads_pretrained = optimizer_pretrained.compute_gradients(mean_loss, 

var_list=include_var)    

   

    for i, (g, v) in enumerate(grads):    

        if g is not None:    

            grads[i] = (tf.clip_by_norm(g, grad_clip_norm_value), v)    

   

    update_ops = tf.get_collection(tf.GraphKeys.UPDATE_OPS)    

    with tf.control_dependencies(update_ops):    

        train_op = optimizer.apply_gradients(grads)    

        if len(include_var) != 0:    

            train_op_pretrained = 

optimizer_pretrained.apply_gradients(grads_pre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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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Setting up summary op...")    

    summary_op = tf.summary.merge_all()    

    sess = tf.Session()    

    summary_writer = tf.summary.FileWriter("/home/zhoukeyang/mono-

depth/output/board", sess.graph)    

   

    print("Setting up saver...")    

    current_time = time.localtime()    

    current_time_str = str(current_time[1]) + '-' + str(current_time[2]) + '-' + 

str(current_time[3]) + '-' + str(current_time[4])    

    tf.train.write_graph(sess.graph_def, saver_dir + 'checkpoint-' + current_time_str 

+ '/', "monodepth_model.pbtxt", as_text=True)    

    saver = tf.train.Saver(tf.global_variables())    

   

    print("Global variables initializing...")    

    sess.run(train_iterator.initializer)    

    sess.run(valid_iterator.initializer)    

    sess.run(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current_itr = 0   

    if args.checkpoint_path != '':    

        saver.restore(sess, args.checkpoint_path.split(".")[0])    

        current_step = int(args.checkpoint_path.split(".")[0].split("-")[-1])    

        global_step.assign(current_step)    

        current_itr = current_step    

        print("Training restored...")    

   

    elif len(include_var) != 0:    

        init_fn = 

slim.assign_from_checkpoint_fn(model_path='/home/zhoukeyang/mono-

depth/modify_resnet_v1_50_checkpoint/resnet_v1_50_modify.ckpt', 

var_list=include_var, ignore_missing_vars=True)    

        init_fn(sess)    

   

    print("Begin running...")    

    add_global = global_step.assign_add(1)    

   

    step_per_iteration = training_len // batch_size    

    count = 0   

   

    next_bs = train_iterator.get_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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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_bs_valid = valid_iterator.get_next()    

   

    for itr in range(current_itr + 1, max_range):    

        init_loss_sum = 0   

        for i in range(step_per_iteration):    

            next_batch = sess.run(next_bs)    

            train_images, train_corr_images = next_batch['image'], 

next_batch['image_corr']    

            feed_dict = {x_left: train_images, x_right: train_corr_images, 

is_training: True}    

            if len(include_var) != 0:    

                sess.run(train_op_pretrained, feed_dict=feed_dict)    

            init_loss, summary_str, lr, pred, _ = sess.run([mean_loss, 

summary_op, adam_lr, disp_left, train_op], feed_dict=feed_dict)    

            if i % 200 == 0:    

                print("Step: {} ---> Train_loss: {}".format(i, init_loss))    

                summary_writer.add_summary(summary_str, count)    

                count += 1   

            init_loss_sum += init_loss    

   

        sess.run(add_global)    

        print("Iteration: {} ---> Train_loss: {}".format(itr, (init_loss_sum / 

step_per_iteration)))    

        print("learning_rate: {}".format(lr))    

        print("max_value: {}, min_value: {}, average: {}".format(np.max(pred), 

np.min(pred), np.mean(pred)))    

   

        if itr % 1 == 0:    

            next_batch = sess.run(next_bs_valid)    

            valid_images, valid_corr_images = next_batch['image'], 

next_batch['image_corr']    

            feed_dict = {x_left: valid_images, x_right: valid_corr_images, 

is_training: False}    

            time_start = int(round(time.time() * 1000))    

            init_loss, pred, summary_str, _ = sess.run([mean_loss, disp_left, 

summary_op, tf.no_op()], feed_dict=feed_dict)    

            time_end = int(round(time.time() * 1000))    

   

            print("{} images can be processed in 1 second.".format(int(1000 / 

(time_end - time_start) * batch_size * 2)))    

            print("Iteration: {} ---> Validation_loss: {}".format(itr, init_loss))    

            print("max_value: {}, min_value: {},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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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np.max(pred), np.min(pred), np.mean(pred)))    

   

        if itr % 10 == 0:    

            saver.save(sess, saver_dir + 'checkpoint-' + current_time_str + '/', itr)    

   

   

if __name__ == "__main__":    

    tf.app.run()   

1.2. model.py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from tensorflow.contrib.slim import nets 

import numpy as np 

 

slim = tf.contrib.slim 

 

def downsample(input, stride, kernel_size, name, output_channels=64): 

    conv_channels = output_channels - input.get_shape().as_list()[-1] 

    if conv_channels > 0: 

        layer1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input, 

num_outputs=conv_channels, kernel_size=kernel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1') 

        layer2 = tf.contrib.layers.avg_pool2d(input, kernel_size=kernel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SAME') 

        output = tf.concat([layer1, layer2], axis=-1) 

    elif conv_channels < 0: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input, 

num_outputs=output_channels, kernel_size=kernel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2') 

    else: 

        output = tf.contrib.layers.avg_pool2d(input, kernel_size=kernel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SAME') 

 

    return tf.nn.relu(tf.contrib.layers.batch_norm(output, scope=name)) 

 

def upsample(input, stride, kernel_size, name, output_channels=64): 

    output_size = [stride * input.get_shape().as_list()[1], stride * 

input.get_shape().as_list()[2]] 

    output = tf.image.resize_bilinear(input, output_size, align_corners=True)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output, 

num_outputs=output_channels, kernel_size=kernel_size,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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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f.nn.relu(tf.contrib.layers.batch_norm(output, scope=name)) 

 

def non_bottle_neck_block(input, name, dilated_rate): 

    channels = input.get_shape()[-1]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input, num_outputs=channels, 

kernel_size=3,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1') 

    output = tf.nn.relu(output)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output, num_outputs=channels, 

kernel_size=3,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2') 

    output = tf.contrib.layers.batch_norm(output, scope=name + '_1') 

    output = tf.nn.relu(output)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input, num_outputs=channels, 

kernel_size=1, stride=1, rate=(1, dilated_rate),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3') 

    output = tf.nn.relu(output) 

    output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input, num_outputs=channels, 

kernel_size=1, stride=1, rate=(dilated_rate, 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name + '_4') 

    output = tf.contrib.layers.batch_norm(output, scope=name + '_2') 

 

    return tf.nn.relu(output + input) 

 

def encoder(input, output_channels=256): 

    output_2 = downsample(input,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down1', 

output_channels=16) 

    for i in range(2): 

        output_2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_2, name='bt1_' + str(i), 

dilated_rate=1) 

 

    output_1 = downsample(output_2,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down2', 

output_channels=64) 

    for i in range(2): 

        output_1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_1, name='bt2_' + str(i), 

dilated_rate=1) 

 

    output = downsample(output_1,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down3', 

output_channels=output_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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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 in range(1): 

        output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 name='bt3_' + str(i) + '_1', 

dilated_rate=2) 

        output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 name='bt3_' + str(i) + '_2', 

dilated_rate=4) 

        output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 name='bt3_' + str(i) + '_3', 

dilated_rate=8) 

        output = non_bottle_neck_block(output, name='bt3_' + str(i) + '_4', 

dilated_rate=16) 

 

    return output, output_1, output_2 

 

def PSPNet(input, output_channels=1, reuse=False, is_training=True): 

    feature_downsample_num = 3 

    use_pretrained_model = False 

 

    with tf.variable_scope('Generator', reuse=reuse): 

        with tf.variable_scope('dense_feature_extractor'): 

            if use_pretrained_model is True: 

                net, _ = nets.resnet_v1.resnet_v1_50(input, output_stride=2 ** 

feature_downsample_num, global_pool=False, num_classes=None, 

is_training=False) 

            else: 

                net, net_1, net_2 = encoder(input, output_channels=256) 

                feature_downsample_num = 3 

 

                gate_layer_1 = tf.contrib.layers.conv2d(net_1, num_outputs=1, 

kernel_size=1, stride=1, padding='SAME', activation_fn=None) 

                gate_layer_2 = tf.contrib.layers.conv2d(net_2, num_outputs=1, 

kernel_size=1, stride=1, padding='SAME', activation_fn=None) 

                gate_layer_1 = tf.nn.sigmoid(gate_layer_1) 

                gate_layer_2 = tf.nn.sigmoid(gate_layer_2) 

 

        with tf.variable_scope('pyramid_pooling_module'): 

            layer1 = downsample(net,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down1', 

output_channels=64) 

            layer2 = downsample(net, stride=4, kernel_size=5, name='down2', 

output_channels=64) 

            layer3 = downsample(net, stride=8, kernel_size=9, name='down3', 

output_channels=64) 

            global_layer = tf.reduce_mean(net, keepdims=False, axis=[1, 2])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59 

 

            layer1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layer1, num_outputs=64, 

kernel_size=1,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conv1') 

            layer2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layer2, num_outputs=64, 

kernel_size=1,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conv2') 

            layer3 = tf.contrib.layers.separable_conv2d(layer3, num_outputs=64, 

kernel_size=1, stride=1, padding='SAME', depth_multiplier=1, activation_fn=None, 

scope='conv3') 

            global_layer = tf.contrib.layers.fully_connected(global_layer, 

num_outputs=64, activation_fn=None, scope='fc') 

 

            layer1 = upsample(layer1,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up1', 

output_channels=64) 

            layer2 = upsample(layer2, stride=4, kernel_size=3, name='up2', 

output_channels=64) 

            layer3 = upsample(layer3, stride=8, kernel_size=3, name='up3', 

output_channels=64) 

            global_layer = tf.expand_dims(global_layer, axis=1) 

            global_layer = tf.expand_dims(global_layer, axis=1) 

            global_layer = tf.tile(global_layer, [1] + net.get_shape().as_list()[1: 3] 

+ [1]) 

 

            layer = tf.concat([net, layer1, layer2, layer3, global_layer], axis=-1) 

 

        with tf.variable_scope('prediction'): 

            output = upsample(layer,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up1', 

output_channels=64) 

            output = gate_layer_1 * output + (1 - gate_layer_1) * net_1 

 

            output = upsample(output,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up2', 

output_channels=16) 

            output = gate_layer_2 * output + (1 - gate_layer_2) * net_2 

 

            output = upsample(output, stride=2, kernel_size=3, name='up3', 

output_channels=1) 

 

            output = tf.nn.leaky_relu(output) 

                         

            if is_training is True: 

                layer = tf.nn.dropout(layer,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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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output 

1.3. BatchDatasetReader.py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scipy.misc as misc 

import random 

 

class BatchDatset: 

    files = [] 

    images = [] 

    annotations = [] 

    image_options = {} 

    batch_offset = 0 

    epochs_completed = 0 

    epsilon = 1e-4 

 

    def __init__(self, records_list, image_options = {}): 

        self.dataset_length = len(records_list) 

        self.images = np.array([item['image'] for item in records_list]) 

        self.annotations= np.array([np.expand_dims(item['annotation'], axis=3) for 

item in records_list]) 

        self.image_options = image_options 

         

    def get_dataset_length(self): 

        return self.dataset_length 

 

    def next_batch(self, batch_size): 

        start = self.batch_offset 

        self.batch_offset += batch_size 

        if self.batch_offset > self.images.shape[0]: 

            # Finished epoch 

            self.epochs_completed += 1 

            # Shuffle the data 

            perm = np.arange(self.images.shape[0]) 

            random.shuffle(perm) 

            #np.random.shuffle(perm) 

            self.images = self.images[perm] 

            self.annotations = self.annotations[perm] 

            # Start next epoch 

            start = 0 

            self.batch_offset = batch_size 

        end = self.batch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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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np.divide((self.images[start: end] - 127.5), 127.5), 

np.divide((self.annotations[start: end] - 127.5), 127.5) 

 

        images_mean = np.mean(self.images[start: end], axis=(1, 2), 

keepdims=True) 

        images_std = np.std(self.images[start: end], axis=(1, 2), keepdims=True) 

        annotations_mean = np.mean(self.annotations[start: end], axis=(1, 2), 

keepdims=True) 

        annotations_std = np.std(self.annotations[start: end], axis=(1, 2), 

keepdims=True) 

 

        return (self.images[start: end] - images_mean) / (images_std + self.epsilon), 

(self.annotations[start: end] - annotations_mean) / (annotations_std + self.epsilon) 

1.4. left_right_loss.py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bilinear_sampler as bs 

 

slim = tf.contrib.slim 

 

def generate_image_left(image, disp): 

    return bs.bilinear_sampler_1d_h(image, -disp) 

 

def generate_image_right(image, disp): 

    return bs.bilinear_sampler_1d_h(image, disp) 

 

def gradient_x(img): 

    gx = img[:,:,:-1,:] - img[:,:,1:,:] 

    return gx 

 

def gradient_y(img): 

    gy = img[:,:-1,:,:] - img[:,1:,:,:] 

    return gy 

 

def SSIM(x, y): 

    C1 = 0.01 ** 2 

    C2 = 0.03 ** 2 

 

    mu_x = slim.avg_pool2d(x, 3, 1, 'VALID') 

    mu_y = slim.avg_pool2d(y, 3, 1,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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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_x  = slim.avg_pool2d(x ** 2, 3, 1, 'VALID') - mu_x ** 2 

    sigma_y  = slim.avg_pool2d(y ** 2, 3, 1, 'VALID') - mu_y ** 2 

    sigma_xy = slim.avg_pool2d(x * y , 3, 1, 'VALID') - mu_x * mu_y 

 

    SSIM_n = (2 * mu_x * mu_y + C1) * (2 * sigma_xy + C2) 

    SSIM_d = (mu_x ** 2 + mu_y ** 2 + C1) * (sigma_x + sigma_y + C2) 

 

    SSIM = SSIM_n / SSIM_d 

 

    return tf.clip_by_value((1 - SSIM) / 2, 0, 1) 

 

def get_disparity_smoothness(image, disp): 

    disp_gradient_x = gradient_x(disp) 

    disp_gradient_y = gradient_y(disp) 

     

    image_gradient_x = gradient_x(image) 

    image_gradient_y = gradient_y(image) 

     

    weight_x = tf.exp(-tf.reduce_mean(tf.abs(image_gradient_x), 3, 

keep_dims=True)) 

    weight_y = tf.exp(-tf.reduce_mean(tf.abs(image_gradient_y), 3, 

keep_dims=True)) 

     

    smoothness_x = tf.reduce_mean(weight_x * disp_gradient_x) 

    smoothness_y = tf.reduce_mean(weight_y * disp_gradient_y) 

     

    return smoothness_x + smoothness_y 

 

def vertical_gradient_loss(disp): 

    gy = gradient_y(disp) 

    return tf.reduce_mean(tf.where(gy > 0, gy ** 2, 0)) ** 0.5 

 

def calc_loss(left_input, right_input, left_disparity, right_disparity): 

    right_generate_image = generate_image_right(left_input, left_disparity) 

    left_generate_image = generate_image_left(right_input, right_disparity) 

 

    right_generate_disp = generate_image_right(left_disparity, right_disparity) 

    left_generate_disp = generate_image_left(right_disparity, left_disparity) 

 

    right_smoothness_disp = get_disparity_smoothness(right_input, right_disparity) 

    left_smoothness_disp = get_disparity_smoothness(left_input, left_dis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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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_reconstruction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right_generate_image - 

right_input)) 

    left_reconstruction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left_generate_image - 

left_input)) 

    reconstruction_loss = right_reconstruction_loss + left_reconstruction_loss 

     

    right_SSIM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SSIM(right_generate_image, 

right_input))) 

    left_SSIM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SSIM(left_generate_image, left_input))) 

    SSIM_loss = right_SSIM_loss + left_SSIM_loss 

     

    right_smoothness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right_smoothness_disp)) 

    left_smoothness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left_smoothness_disp)) 

    smoothness_loss = right_smoothness_loss + left_smoothness_loss 

     

    lr_right_consistency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right_generate_disp - 

right_disparity)) 

    lr_left_consistency_loss = tf.reduce_mean(tf.abs(left_generate_disp - 

left_disparity)) 

    lr_loss = lr_right_consistency_loss + lr_left_consistency_loss 

 

    tf.summary.scalar('reconstruction_loss', reconstruction_loss) 

    tf.summary.scalar('SSIM_loss', SSIM_loss) 

    tf.summary.scalar('smoothness_loss', smoothness_loss) 

    tf.summary.scalar('lr_loss', lr_loss) 

 

    tf.summary.image('left_generate_image', left_generate_image, 2) 

    tf.summary.image('right_generate_image', right_generate_image, 2) 

 

    return reconstruction_loss * 0.7 + SSIM_loss * 0.3 + smoothness_loss + lr_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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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具体研究任务： 

1、单目深度估计模型：利用传感器所采集的单幅 RGB 数据来预测深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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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评语 

通过对深度神经网络和基于此技术的深度估计进行细致调研，确定了以

ERFNet 为基础结果的特征提取网络+以 PSPNet 为基础的多尺度特征融合网络

+非监督式网络损失函数的单目深度估计的网络模型构建，并通过一系列实验

证明了其有效性。作者设计了兼顾精度和鲁棒性的卷积神经网络和针对单目深

度估计问题的损失函数，通过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训练，最终获得了接近双目深

度估计效果的深度估计效果，并且应用至实验室的视觉传感器中测试结果，较

好地完成了项目立项时的要求。 

指导教师(签名）     

2019 年 5 月 27 日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周科洋同学毕设是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选题以当前人工智能系

统的快速发展对于深度感知的强烈需求为出发点。本文开展了利用深度学习方

法对单个相机进行深度估计的研究，成果可应用于视觉 SLAM、多模态视觉传

感等上层应用中。毕设论文选题正确，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毕设

答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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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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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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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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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距离是多少呢？

从最终的模型应用结果来看，最远距离可到达 80-100m，最近距离可以达到接近于 0m。 

2.距离精度是多少呢？

从最终的模型评估数据定量分析，预测深度值和实际深度值之比在 0.8-1.25间的占总

体像素的 62.6%，0.6-1.5间的占总体像素的 85.5%，0.5-1.75间的占总体像素的 94.6%。

其中当预测远距离物体时精度会有所下降，而中短距离物体的预测结果较好。 

3.应用前景在哪儿呢？

单目深度估计所需要的设备简单，且无需考虑多摄像机之间的同步问题，可应用于视

觉定位 SLAM、多模态视觉传感等项目中，同时也可以结合双目匹配算法来更好地提升最终

效果。 

4.能不能用在全景上？

从目前的调研和实际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可以的。针对全景语义分割目前已经有比

较多的研究，而单目深度估计所采用的网络结构与语义分割相类似，因此可以移植相似的

设计思路和训练模型。 

5.表格表示出的精度，能不能和传统的方法对比？

可以，这个会在之后进一步完成定量对比。从目前公开论文所提供的 baseline来看，

一般可以有 10%左右的精度提升。 

6.能够将测距精度效果进一步提高，推进的思路？

首先，需要进一步结合双目和单目预测的相应优缺点；其次，可以采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的方式，例如 RGB、Lidar、传感器位姿等信息 fusion；再者，也需要进一步调整网络部

分参数和学习率，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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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具体要求 

要求认真调研单目深度估计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资料，了解计算机视觉领域

中的基于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现状和方案。包括：1.基于深度学习的监督或非

监督的目前表现较好的单目深度估计方法；2.利用实验室已有的 ZED、

RealSense 等视觉传感器的结果，对比单目深度估计模型所得的结果，并据此

进一步优化鲁棒性等参数。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毕业设计的研究方法、技术路

线，并制定合理的研究计划，确定各节点需要达成的研究目标。翻译一篇相关

的英文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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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1 背景介绍 

深度估计作为机器视觉中的一个经典课题，在理解场景的三维几何关系等问

题中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随着各类公开数据集（KITTI、NYUDepth等）

的陆续发表和开源，深度估计作为其中的一个竞赛项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研究。同时，随着盲人视觉辅助、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众多领域的兴起，如何

利用机器视觉所得的结果提高场景理解、场景重构的能力，并基于这些视觉信息

做出下一步的决策，是这些领域亟待解决或改进的一个问题；而如何快速地得到

高精度、高鲁棒性的深度图，有利于场景特征的进一步提取和处理。 

由于深度估计能够帮助获取二维图像本身不显式具有的3D信息，因此催生

了在工业领域的诸多应用，例如（1）无人驾驶技术：深度获取是无人驾驶的一

个关键环节，需要对不同距离的物体信息做出准确判断，进而交给决策系统判断

当前的路况并做出反应；（2）盲人视觉辅助设备：需要对盲人行走的路面障碍

物、水面等物体进行距离预估，从而提醒使用者前方路况；（3）机器人：需要

对前方的场景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重构，从而优化行进路径的规划和选择。同时，

深度估计不仅在上述的工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和需求，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目前许多手机具有的人像摄影功能中，需要对人脸进行3D结构重建来区分人

物和背景。而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拍摄场景的深度预测，从而获

取不同像素的景深关系，进而重构包含深度信息在内的3D模型，达到人像摄影的

效果。 

综上所述，深度估计能够极大地提升我们生活的便利性，同时也具有广泛的

应用场景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在深度学习出现前，深度估计多采用传统的机器视觉方案。它使用双目或多

目视觉匹配的方案，通过不同摄像头记录图像的视差来推测深度，与此相关的模

型和算法也在不断的完善改进。近年来，随着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兴起，对传统机

器视觉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提高精度和鲁棒性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运行成

本，以满足在中小型设备上实时运行预测的任务。这时，双目或多目的传统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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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方案就产生了以下不足点：（1）在移动设备上，多个摄像头的部署会带来

额外的空间成本和金钱成本；（2）传统的匹配算法预测过程，会引入预测图中

额外的噪声，降低预测精度；（3）传统的匹配算法对多摄像头获取图像的同步

性要求较高，因而对图像获取的设备的实时性和速度也有更严格的限制。 

针对传统视觉匹配方案的问题，基于单幅RGB图像进行深度预测的研究逐渐

得到了发展。它通过提取透视关系、物体遮挡等信息来给出深度预测，并且能有

效解决上述双目或多目的传统视觉匹配的不足之处，并且通过目前的深度学习等

技术的应用，能够较大幅度的提高预测精度，其效果已可以应用于实际场景的深

度预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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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研究方向及进展 

对于单目深度估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它与传统的双目或多目算

法相比，更侧重于对单幅图像中物体位置关系的提取和利用。在这一方向中，与

大多数计算机视觉任务类似，单目深度估计的研究主要以深度学习的提出为分界，

前期多使用随机场等机器学习理论并融合纹理、语义等图像信息辅助预测，而后

期则大量应用了目前非常流行的深度学习技术。 

2.1.1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模型的单目深度估计 

该方法是通过将整个图像的像素点分布看作一个随机场，通过利用RGB图像

的颜色、纹理等特征，基于条件随机场（CRF）、马尔可夫随机场（MRF）等理

论建模图像不同区域的像素点间的关联度，进而给出深度估计。在这种方式中，

一般使用特征向量的方式进行相似度度量，之后输入随机场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

计（MAP）来给出深度预测值。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随机场理论是进行单目深

度估计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方式。 

a) 基于纹理等信息的马尔可夫随机场（MRF）单目估计深度模型 

 

 

图 2.1 基于 MRF 模型的各类特征提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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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尔可夫随机场（MRF）应用至单目深度估计的思想，最早是由 Saxena 等

人在 2006 年提出的 [1]。首先，图像被分为许多小块，作者在绝对深度估计部分

中，设计了 9 个 3*3 核、6 个不同方向的梯度滤波器、2 个颜色通道的局部均值

滤波器共 17 个核，通过与分割所得的各个小块卷积，来提取纹理、梯度和阴影

信息，进而得到每一小块的特征向量组；并且为了提高获取全局信息的能力，又

引入了 3 个不同尺度的掩码层来表征不同尺度下的特征。在相对深度估计部分

中，由于局部信息比全局信息更加重要，作者针对先前 17 个核分别各生成 10 个

直方图，用于刻画各个小块的关联度。接着，这些提取后的特征向量计算得到图

像的势分布函数，输入马尔可夫随机场模型（MRF），通过最大似然估计（MAP）

方式，训练得到不同的特征向量与深度之间的关系。为了模型能够学习到更大范

围内的信息，不同放缩尺度的图像均会输入随机场模型，从而也能够学习到非相

邻小块间的关联性。在实际预测过程中，模型会在训练数据集中匹配与输入图片

对应的特征向量，从而达到深度估计的目的。 

相比于之前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深度预测精度。但是该模

型依赖于数据集的丰富性，并且对特征的提取方式均为人工设置，因此更多地应

用在简单场景中，对复杂场景的预测性能还有待加强。此外，随机场模型的参数

量较大，限制了模型的运行速度，难以应用到实时系统中。 

b) 加入语义分割标签的马尔可夫随机场（MRF）单目估计深度模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单目深度估计的精度，还可以融合语义分割信息来帮助预测 

[2]。首先，利用马尔可夫随机场（MRF）对图像进行多类别的语义标签预测；接

着，作者再次利用马尔可夫随机场（MRF）构建了融入语义标签的深度预测模型，

并分别训练了每一类别的深度估计模型，同时引入了针对小区域的马尔可夫随机

场（MRF）模型来减小整个预测模型的参数量，提升运行速度。在这里，语义标

签能够限制各个随机场模型的学习范围，从而更好地保持预测深度图的边缘信息。 

尽管加入语义信息的随机场模型能够更好地锐化边缘部分，但是对于没有标

签的物体预测会趋于模糊，并且依然较大程度依赖于人工采集的数据集。 

c) 基于 K-近邻算法的单目深度估计模型 

这种方法依然需要数据集，然后采用 GIST 和光流信息来度量输入图像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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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中已有图像的相似度，并采用 K-近邻算法来得到数据集中最相似的图像[3]。

在得到候选图像后，再计算得到输入图片每个像素所对应的深度值。为了使该深

度估计技术在视频中也能应用，模型还添加了时域信息和运动物体的深度信息的

预测过程，用来得到更加精确的深度估计信息。该模型的缺点依然是对数据集的

依赖性高，且对不在地面的物体无法估计深度。 

2.1.2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单目深度估计 

c) 基于监督式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 

2014 年，Eigen 等人最先将卷积神经网络引入单目深度估计 [4]。作者提出

了两个多尺度的卷积神经网络，分别为粗略预测网络（Coarse Network）和精细

优化网络（Fine Network）。前者用于得到粗略的预测结果，再由后者对细节部分

加以优化。粗略预测网络（Coarse Network）采用了经典的 AlexNet 结构（4 个卷

积层+2 个全连接层），并从最后一层分类的全连接层来恢复图片的二维尺寸。在

精细优化网络（Fine Network）中，同时输入 RGB 图和粗略预测的深度图相连接

后，通过多个卷积层输出优化后的深度图。网络通过直接比较预测深度图和实际

深度图间的差距，通过反向传播误差来对网络参数进行优化，因此被称为监督式

深度学习。 

 

图 2.2 Eigen 提出的深度学习网络结构 

此后，深度学习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者提出了进一步加大深度的网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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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VGG、ResNet 等十多层到数百层的网络结构，以提高深度学习预测结果的精

度 [5]。同时，Long 等人在 2015 年提出了全卷积网络（FCN）[6]，将原先网络

替代为一个上采样的反卷积网络（将全连接层替换为反卷积层），这样能够保证

输出的图片与输入的图片直接具有相同的尺寸。这意味着能够更好地利用 GPU

的显存，并且可处理的图片尺寸也更加灵活。 

此外，多种信息融合的方式也被应用到单目深度估计中。例如 Xu 等人提出

的融合单目深度估计和语义分割的方案 [7]，基于深度信息和语义信息较为相似

的特点，对个结果进行联合训练来得到更加精细的结果，并且应用了条件随机场

（CRF）来使全局信息更好地引导局部信息进行优化。另外，语义分割的思想也

被引入了单目深度估计，Cao 等人首次提出了将深度预测问题作为一个分类问题

的思路 [8]，通过将连续的深度值离散化为多个区间范围，从而转化为分类问题；

之后再利用残差全卷积网络（FCRN）来预测每个像素的深度值。 

d) 基于非监督式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 

监督式的单目深度估计方案，多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强大的拟合能力，来学

习输入 RGB 的相关特征，但这往往会忽略图像的视角关系信息以及由于视差所

造成的左右视角图像的偏移现象。同时，监督式的单目深度估计在训练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高精度深度图，而这在目前的设备条件下成本较高，获取过程也比较

复杂。因此，近年来研究者也提出了一系列基于非监督式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

计方案。 

Garg 等人在 2016 年首次提出了基于非监督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方案 [9]。

这个网络训练时不需要深度信息，只需要左右视图即可进行。它的主要依据是深

度图与双目视差图存在一一对应，因此只需预测视差图，再通过加入相机内部参

数变换便可得到深度图。与双目匹配类似，左视图经过视差图可以映射成对应的

右视图，反之亦然。网络的损失函数被定义为真实的左（右）视图与生成的左（右）

视图相比较，不再需要和真实的深度图相比较。网络通过训练可以得到较好的视

差图，进而得到单目深度估计的结果。 

Godard 等人在 2017 年进一步改进了这一方案，加强了损失函数的约束 [10]。

作者引入了左右 RGB 视图重建损失、图像平滑性损失和左右视差图匹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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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左右视图同时进行预测优化，促使网络向正确的方向学习。在网络上，作

者沿用了 FCN 的训练模型，并且采用了双线性插值（Bilinear Sampling）来使网

络可微分，保证误差的反向传播过程正常运行。 

图 2.3 提出的非监督式深度学习网络结构 

2.2 存在问题 

如前所示，单目深度估计目前有传统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两种方式。前者尽

管模型较小、理论相对简单，但精度相较深度学习较低，无法满足工业上和日常

生活中的要求；同时模型对不同环境的鲁棒性也有待改善。 

自从 Eigen 提出第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单目深度估计模型后，目前大多采用

此方式。卷积神经网络能够较大幅度的提升单目深度估计的预测精度，大量的数

据集也可以提升模型的鲁棒性；但是大多数的网络都有着大量的参数和较深的层

数，这使得它们的运行速度无法加快。同时，网络的层数也不是多多益善，过深

的网络往往会带来过拟合的问题，阻碍了准确度的进一步升高，也使得后来的优

化过程更加困难。此外，深度学习领域目前取决于硬件配置的提升和数据集的扩

充，对网络本身的学习能力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也较难进行调试。 

此外，大型网络的内存限制，使得它们更多地运行在台式机或服务器上；即

便采用了 GPU 并行运算来提高运行速度，也还无法部署到资源有限的移动嵌入

式设备中实时演示。因此，在单目深度估计中设计达得运行速度和运行精度的平

衡的网络模型，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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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展望 

在单目深度估计方面，目前国内外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在 KITTI 数据集 

[11]的排行榜上，目前最高的模型已经达到了 2.23 的相对均方根误差和 8.78 的

相对绝对值误差，接近双目预测深度的成绩。这些竞赛也在不断推进单目深度估

计的发展。同时，单目深度和双目深度互补，也往往能够带来更加准确的预测结

果，两者思路的相互借鉴也可以同时促进两者的进步和提升。此外，随着模型压

缩等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轻量级的预测网络也会得到更多地发展，为未来能够

集成到移动设备中提供更多的便利。总而言之，单目深度估计会在未来得到更加

广泛的应用和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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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题报告

1 问题提出的背景 

1.1 背景介绍 

视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感知方式之一，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80%的信息

都来自于视觉，同时视觉信息量正以海量和爆炸性的方式不断增加 [1]。面对这

些海量的视觉信息，如何利用计算机视觉来接近、甚至超越人类视觉，从而获得

高精度且可应用的结果，以帮助无人车、机器人等领域不断发展，是目前相关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深度信息作为图像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部分，是将二维平面信息转化为三维

立体信息，进而重建高质量三维场景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工业中无人车对路况的

判断便需要通过对汽车等物体的距离来解读；此外，高质量的深度估计结果还可

以用于视障人士视觉辅助装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数，及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

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其中视力残疾1263万

人 [2]。尽管目前的科学和医学技术能够帮助这些视障人士恢复部分的视力，但

是仍有一大部分人依然无法重获光明。如何有效获取深度信息，将帮助他们更好

地判断前方的障碍物和路况信息，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深度估计对

工业和日常生活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单目深度估计的提出是为了克服双目/多目匹配算法的一系列不足，通过应

用机器学习的随机场等理论，多数应用于简单场景。这是由于传统方法多是将实

际图像与已有数据库中图像相比较，通过相似性来估计深度的原理所决定的。随

着无人车、机器人等领域的迅速发展，需要估计深度的场景复杂度大大增加，对

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时，深度学习便逐渐成为深度估计的主要手段。另一

方面，随着设备的集成化和小型化趋势不断发展，传统的多摄像头方案也逐渐显

现其弊端，而作为替代方案的单目深度估计凭借设备简单等优点，得到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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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研究，其预测精度也在不断提升以达到可应用的目标。因此，将深度学习

应用至单目深度估计中去，已成为目前对该领域的一大研究方向。 

1.2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课题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深度等三维信息。

计算机视觉是利用视觉传感器对环境的光学信息进行采集，通过内部处理单元将

其转化为数字信息，进而通过图像处理的方式和算法来获取我们所需的结果。目

前，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已经延伸到多个方向，例如语义分割、深度估计、目标检

测提取等。而深度估计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一个基本课题，它在平面图像的

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于获取图像的前后深度信息，从而帮助更好地获取三维信息。

而高质量的深度信息，也能够优化其他结果，提高整个传感器的输出结果的质量。

目前深度信息的获取和估计，已经广泛应用在交通、智能机器人等工业生产的各

个领域，同时在目前手机的原深感摄像头等小型设备或元件中也有深度信息的应

用。因此，优化深度估计的算法，是富有前景的。 

针对于传统双目视觉存在的设备复杂、同步性要求高等缺点，近期单目深度

估计的思路得到了重视。单目深度估计能够克服双目视觉的上述不足，同时借助

于深度学习的技术，其估计精度也得到了提升；更加合理的网络设计和网络压缩

过程，也更加有利于在资源受限的中小型设备中部署，取得运行速度和输出结果

质量的平衡。 

本文针对视觉传感器中的深度模块展开研究，计划关注目前兴起的单目深度

估计形式，目的在于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知识，给出高精度、高鲁

棒性的深度预测结果，同时能够满足实时性检测的要求。深度信息通过反馈给视

觉传感器的处理单元，也能够更好地辅助其他信息的处理和优化，提升传感器输

出图像的质量。根据视觉传感器多应用于室外路况和场景检测的特点，本文主要

关注室外场景的深度获取，同时也适当加入室内场景的鲁棒性检验和优化，通过

提高采集所得深度信息的质量和速度，使得检测可以更好地应用至自动驾驶等相

关场景，提升系统的智能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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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在单目深度估计中占主导地位，

它更多地是通过数学模型对图片的多个几何特征进行描述，并与深度信息相匹配

拟合；而近期，随着深度学习得到了迅速发展，计算机视觉作为其一个重要的应

用领域和分支，也有越来越多的深度神经网络被构造用来研究深度信息的预测估

计。深度学习的网络多利用堆叠的网络层来获得拟合复杂映射的能力，相比较于

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其精度可以较大幅度地得到提升，因此也受到了许多研

究者的关注和深入。前期调研表明，深度学习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计算机视觉，

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场景并且给出更加鲁棒的结果。同时在硬件方面，GPU的并

行计算特征，能够有效的加速神经网络推理过程，也促进了深度学习在各类计算

机视觉任务中的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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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2.1 主要研究内容 

本项目包括以下研究内容：a. 设计一种精度高、鲁棒性强的单目深度估计模

型；b. 将模型部署到实时演示的设备中进行展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在设计优化

深度估计模型方面，同时兼顾模型大小和运行速度，因为实时展示的部分可以通

过已有的ZED或RealSense设备的API调用来完成，且可结合实验室的已有工作进

行参考。 

单目深度估计的任务可归纳为一类从RGB空间到深度空间的非线性映射。如

上所述，单目深度估计可分为传统计算机视觉匹配算法和深度学习两个方案。首

先，针对两种不同的方案，本项目对比其效果，最终选择性能更加优异的方案。

对于传统匹配算法，本项目采用了表现相对优异的马尔可夫随机场（MRF）进行

比较；对于深度学习算法，本项目首先调研比较现有的几个表现优异、被广泛应

用的网络结构，总结对应的优缺点并对其进行改进，进而构建、训练本项目所需

的单目深度估计模型。 

由于该项目需要部署到实际场景中且能做到实时演示，因此需要通过视觉传

感器读取图像、运算并输出的实时处理视频流的能力，同时对网络的大小和深度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广泛采用的网络结构基本为全卷积

Encoder-Decoder的网络结构，网络多借鉴VGG、Resnet等经过大量验证有效的网

络设计思路，并且采用跳跃连接（Skip-Connection）等技术来进一步提升性能 [3]。

这些网络的层数普遍较大，如残差全卷积网络（FCRN）等，在提升精度的同时

降低了运行速度，同时由于参数量过大而无法部署到那些资源有限的中小型移动

设备中。另一方面，以ERFNet等为代表的轻量级神经网络在近几年也被提出和研

究。这类文章通过压缩网络和迁移学习等技巧，对原先的卷积层等进行改造，在

几乎不损失精度的情况下减小网络参数。同时，为了促使网络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输入的图片可以在不同尺度下进行多路学习，最后将结果融合输出；使用预先在

大型数据分类集上达到优秀效果网络迁移至单目深度估计模型中，也可提升效果

并加快训练的过程。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15 

深度学习最初所采用的是提供真实深度图作为训练数据的监督式模型，通过

训练促使网络拟合从RGB到深度的像素级非线性映射。近两年来，另一种只需要

左右视图的非监督式模型也被提出和深入。它主要利用了传统匹配算法的思路，

通过网络预测图片的视差图，进而得到图片的深度估计图。这种方法避免了直接

采集真实深度图的繁琐，通过实验也可得到较好的效果。 

在实时展示部分，计划采用摄像头的API进行相应图像的读取，同时结合训

练的模型进行实时输出，从而演示预测效果。 

2.2 技术路线 

2.2.1 模型构建和训练 

可分为基于传统计算机视觉（以MRF为例）和基于深度学习的两种方案。 

a) 基于传统计算机视觉（以MRF为例）方法的单目深度估计

通过前期的调研，基于传统计算机视觉方法的单目深度估计中，马尔可夫随

机场（MRF）能够给出相对质量较好的预测图，因此我们将以MRF为例检验单目

深度估计的效果。此方法是基于在通常情况下，某一物体的深度值可通过该物体

的纹理、大小等几何因素去预测和拟合 [4]。因此，基于MRF模型的方法将单目

深度估计问题归结为模式识别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对不同尺度下的图像进行多

特征的提取，并表示为不同的特征向量组；接着将获得的特征输入能够表征图像

相近像素间关系的MRF模型中，建立拉普拉斯模型来表征某图像块与邻近图像

块的深度关系。MRF的实验过程需要RGB图和对应深度图所构成的数据集进行

训练学习，每张输入图通过事先生成的MRF模型来寻找到最匹配特征向量所对

应的深度信息，最后输出预测的深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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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模型在 Make3D 预测结果（左为 RGB 图，中为实际深度，右为预测深度） 

该方法采用的数据集为公开的Make3D数据集，它包括了传感器所采集的

RGB图和通过雷达所获得的对应深度图。从结果图可以发现，该方法只能够预测

数据集所包含物体的深度信息，对于较复杂场景的深度估计能力会有大幅度下降；

另外，该方法所预测的深度图较为简单，对于较小物体的预测精度不够，往往将

小物体的深度模糊化与地面、树木等大型场景的深度相同，降低了模型的实际应

用性。最后，这种方法对数据集的依赖性强，因此不同的数据集会使预测结果出

现较大的偏差。 

b) 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单目深度估计

基于对传统方式的尝试和分析，本项目最终选择采用深度学习的方式进行单

目深度估计。因此下一步的工作是设计一个合理的网络结构模型，并且选择合适

的数据集对网络进行学习。由于目前深度学习迅猛发展，许多开源的深度学习框

架可供选择，且多以Python等脚本型语言为基础，相对容易学习和使用。如前所

述，在网络设计中有许多的结构和功能层可供选择，通过理解这些广泛接受并应

用的网络结构基础上，比较各种网络的优缺点、性能等参数，最终选择并改进形

成本项目需要的网络结构。 

如前所述，目前相关的深度学习网络可分为监督式和非监督式两种。对于两

种方法而言，都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学习训练以达到较好的预测结果；之后再微

调优化过程中，既可以采用公开数据集的图像，也可使用双目的视觉传感器自己

进行采集，形成小型的数据集用来调整。在微调的过程中，通过调节学习率、误

差函数加权值等超参数，进一步对网络结构进行精细调整，最终形成可以用来演

示的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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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框架是Google在2015年开源的一个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它是基

于静态张量图的机制，在工业和科研领域应用广泛，同时支持Python、C++等多

种语言 [5]。最终，自己选择TensorFlow框架，结合先前调研的网络模型进行该

项目的程序编写和训练。 

在网络结构方面，本项目将采用ERFNet和PSPNet相结合并改进的思路进行

设计。ERFNet是一个轻量级的网络结构模型，同时也能在实时性和准确性间做到

较好的平衡，已经在嵌入式语义分割等项目中得到了效果验证 [6]。ERFNet主要

对传统的卷积层进行了改进，将n*n的卷积层替换为1*n和n*1的卷积层相连接，

在减少参数的同时几乎不影响网络的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为了提升其准确率和

鲁棒性，计划加入PSPNet所提出的多路不同尺寸图像并行处理、最后堆叠的思路 

[7]，以提高网络在全局信息和局部信息的感知学习能力。本项目的主要工作为设

计两种机制相融合的网络结构，同时结合实际训练效果改进网络的局部结构；此

外，通过上网搜集相关的大型公开数据集，对网络分别进行训练和微调，提升网

络的鲁棒性和准确度，进而在使用视觉传感器采集的图像集上验证效果。 

2.2.2 模型构建和训练 

由于深度学习的语言通常选用Python，而大部分的视觉传感器提供的API为

C++接口。因此在完成网络模型的训练后，可以利用TensorFlow的C++接口对训

练模型进行调用，并且加入ZED等视觉传感器的API来进行图像采集和结果实时

输出，达到演示效果。 

2.3 可行性分析 

经过合理分析，本项目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均具有可行性。 

硬件方面，实验室可提供ZED、RealSense等视觉传感器用来进行数据采集和

演示。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实验室提供了配备NVIDIA GTX 1080ti显卡的主机

用来训练，由于GPU的并行运算特点，可以加速训练过程。 

软件方面，目前在CVPR等国际计算机视觉会议中已经提出了大量在公开数

据集上表现优良的网络模型可供参考，在GitHub（开源代码的托管平台）上也有

大量的开源代码可供学习。这些公开的资源能够帮助本项目更快地进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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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思想更好地设计、调整自己的网络结构。同时，随着Python各种库支持

的日益完善，OpenCV等传统的图像处理库也可以方便的调用。此外，Google对

于开源的TensorFlow框架也有着完善的教程可供学习入门。以上的这些基础都能

够帮助自己最终顺利完成课题，同时也能对深度学习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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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计划进度安排及预期目标 

3.1 进度安排 

秋冬学期 

2018.11.26-2018.12.02 阅读调研国内外相关论文 

2018.12.03-2018.12.09 
继续阅读相关论文，总结常用的深度估计

算法和模型 

2018.12.10-2018.12.16 
继续阅读相关论文，搭建 TensorFlow 深度

学习环境并测试正常 

2018.12.17-2018.12.23 学习 TensorFlow，查找下载所需数据集 

2018.12.24-2018.12.30 
复现论文中较好的模型算法，如

EDANet、ERFNet 等 

2019.01.01-2019.01.06 撰写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翻译文献 

2019.01.07-2019.01.13 准备开题答辩 PPT 

2019.01.14-开题答辩 期末考试周复习；完善其他毕设开题资料 

寒假期间 
深入学习 TensorFlow，基于公开数据集编

写单目深度估计代码 

春夏学期 

2019.02.25-2019.03.03 
阅读深度神经网络训练技巧，应用至代码

以提高准确度和鲁棒性 

2019.03.04-2019.03.10 训练、完善代码以平衡实时性和准确性 

2019.03.11-2019.03.17 
学习 ZED 相机 API，将训练完的模型集成

至 ZED 相机显示程序 

2019.03.18-2019.03.24 
采集图像并测试、调节模型实时性、准确

性和鲁棒性 

2019.03.25-2019.03.31 
基于文献思考提升模型性能，进一步调整

TensorFlow 训练代码 

2019.04.01-2019.04.06 继续上周的工作 

2019.04.07-2019.04.13 最终集成模型并调试效果 

2019.04.14- 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准备结题 

3.2 预期目标 

A．能够利用TensorFlow框架，基于现有的网络模型设计出本项目的网络。 

B．能够通过合理设计，对网络的准确性、鲁棒性、实时性做到较好的平衡。 

C．利用现有的视觉传感器采集数据，并结合训练的模型最终完成实时演示。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20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21 

参考文献 

[1] 章海军. 视觉信息应用技术[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2] 2010 年 末 全 国 残 疾 人 总 数 及 各 类 、 不 同 残 疾 等 级 人 数 [EB/OL]. 

http://www.cdpf.org.cn/sjzx/cjrgk/201206/t20120626_387581.shtml. 

[3] Mao X, Shen C, Yang Y-B. Image restoration using very deep convolutional encoder-decoder 

networks with symmetric skip connections[C]//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6: 2802-2810. 

[4] Saxena A, Chung S H, Ng A Y. Learning depth from single monocular images[C]//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06: 1161-1168. 

[5] Abadi M, Barham P, Chen J, et al. Tensorflow: a system for large-scale machine learning[C]// OSDI, 

2016: 265-283. 

[6] Romera E, Alvarez J M, Bergasa L M, et al. Erfnet: Efficient residual factorized convnet for real-time 

semantic segmen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18, 19(1): 

263-272. 

[7] Zhao H, Shi J, Qi X, et al. Pyramid scene parsing network[C]// IEEE Conf.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17: 2881-2890.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22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23 

三、外文翻译 

CReaM：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深度预测的实时压缩模型 

Andrew Spek∗ Thanuja Dharmasiri∗ Tom Drummond 

摘要：自 CNN 重新发展以来，机器人视觉领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算法，使用

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语义分割和结构预测（深度，法线，曲面曲率）。虽然其

中一些模型可以实现最先进的结果和超越人类的性能，但在对运行时间敏感的

机器人环境中部署这些模型，仍然是一项持续的挑战。实时框架对于建立人类

和机器人无缝集成的机器人社会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实时

结构预测框架，可以在 NVIDIA-TX2 上以每秒 30 帧的速率预测深度。在撰写

本文时，这是在移动平台上展示此类功能的第一项工作。我们还通过大量实验

证明，可以利用具有非常大容量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从老师到学生”的风格知

识转移，来训练精确的压缩模型架构。 

一、 介绍 

机器人学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实时应用于各种应用的系统，包括自动车辆导

航，视觉伺服和物体检测。 大多数上述任务需要机器人与其他机器人或人类交

互，并响应彼此的动作。 由于这个原因，规定一致的低延迟方面成为这种系统

的先决条件。虽然在现代计算机上构建实时系统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在不到计

算量的十分之一的移动平台上构建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这些移动平台对于现

实生活场景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消耗更少的功率，并且与桌面工作站相比，

在本质上是更加紧凑的。 

在机器人社区中非常流行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将机器学习应用于机器人问

题。神经网络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现在已经超越了

人类在图像识别等任务上的表现，甚至是复杂的策略游戏等，例如围棋，一项

曾经被认为对机器来说太具挑战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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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资源受限的移动平台上，进一步将实时机器人和机器学习相结合。

更具体地说，我们提出了在执行单目图像深度预测的第一项工作，在 NVIDIA-

TX2 上以 30fps 运行，或在 NVIDIA-GTX1080Ti 上以超过 300fps 运行。 

 

 

图 1.1 实时显示在 NVIDIA-TX2 开发板上运行的模型（绿色方块 D.）。 A 是彩色图像，B 是来自 Kinect

的彩色映射后的地面深度图像，C 是来自彩色输入图像的预测深度。通过使用我们的压缩模型，能够在

NVIDIA-TX2 上以 30fps 运行。此外，所展示的模型仅在 NYUv2 [1]数据集进行了训练，但仍然能够预测

可信度较高的新景物深度，如图所示。 

 

学习更深层次（更多层）和更宽（每层更多通道）模型通常可以为大多数基于

视觉的任务带来更好的结果[2]，[3]。但是，这种方法的基本限制是无法在资源受

限的设备上部署。 我们的深度预测框架不仅能够在 NVIDIA-TX2 上以连续帧

速率运行，而且还优于[4]等更密集的架构，尽管后者通过使用堆叠的全连接

层，能够查看在其视野中整个图像。 

模型压缩是指使用较小网络复制较大模型或大型模型集合的性能的概念。

常见的模型简化技术主要集中在模型方面，包括量化权重，减少深度等技术。

在这项工作中，重点主要放在试图复制深层模型潜在空间的训练机制上。这使

我们能够在相同大小的随机初始化模型上实现卓越的性能，同时训练两个模型

进行收敛。 

在这项工作中目标深度预测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作为地图和导航系

统的基础，因为它在低视差水平的情况下很有用，同时也消除了在室外环境中

对昂贵硬件（雷达）的需求。 此外，我们提供了针对室内和室外场景以连续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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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执行的模型，并且展示了实时深度预测与现成的 SLAM 系统 ORB-SLAM2 

[5]的耦合，作为其中一种实际应用。 

以下要点概述了本文所做的贡献，以便建立压缩的实时预测框架： 

 展示在 NVIDIA-TX2 形式的移动平台上以连续帧速率执行深度预测的第

一项工作，同时优于现有模型架构，其模型架构的参数数量超过我们的

30 倍。（视频演示包含在补充材料中） 

 我们通过大量实验对系统进行分析，显示了不同的损失函数在学习潜在

的表示时如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不影响训练时间。 

 实时深度预测使我们能够轻松地将预测深度与 ORB-SLAM2[5]集成，以

便在移动平台上执行跟踪和映射，同时显着减少尺度漂移。 

 

二、 相关工作 

本节概述了先前在深度预测中进行的研究，构建压缩模型和提取神经网络

的潜在信息。 

仅从彩色图像数据推断高阶信息（语义标签，结构信息）能够帮助研究人

员解决一系列问题。 卷积神经网络在提取关键信息和忽略图像数据中的噪声方

面表现非常出色。 尽管许多图像驱动的机器学习框架旨在解决分类和语义分割

问题[6]，[7]，[8]，[3]，但大多数这样的技术都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预测几何量，如

深度[9]，[4]，[10]，[11]，法线[9]，[12]和曲率[13]。 

预测结构信息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允许使用传统的基于几何的技术与机器学

习系统协同工作。 Garg 等人[11]通过引入图像重建损失构建了一个无监督的深

度预测框架。在[14]中利用了立体图像的左右一致性，并在[13]中利用了深度，法

线和曲率的关系来提高所有三个量的准确性。 结构预测系统也已经与 SLAM

系统结合[15]，但是他们的方法[10]中采用的神经网络即使在传统的 GPU 上也不

能以连续帧速率运行，因此无法在移动平台上部署。 Martins 等人提出的类似

方法[16]，使用受[9]启发的网络，能够在移动平台（Parrot SLAM 无人机）达到

大约 4fps 的速率。与前面这些方法对比，这次提出的网络结构能够在 NVIDIA-

TX2 上以实时（30fps）的速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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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低功耗和高移动性等吸引人的特性，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构

建小型架构的可能性。MobileNets [17]，ICNet [18]，ERFNet [19]在现代 GPU 上表

现出了良好的准确性和实时性。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在 NVIDIA-TX2 上以连

续帧速率实现推断。这些方法中的大多都侧重于减小整体模型尺寸，同时试图

保持与较深系统相当的性能。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更多地关注潜在的空间转移

方面，在这方面我们使用更大的监督网络来帮助训练精简网络。 

机器学习社区已经研究了模型压缩问题或模拟更大网络的性能。Hinton 等

人在[20]中引入了一个名为蒸馏的概念，旨在使用较小的模型复制较大模型的类

概率。由于我们正在解决回归问题与分类问题不同，没有类概率的概念，通过

训练较小的网络来复制较大模型的预测层，与直接训练基础事实相比不够理

想。受这项工作的启发，我们引入张量损失，目标是模仿潜在空间或嵌入更大

模型的倒数第二层。这里给出的结果表明，与以无监督方式学习倒数第二层相

比，监督张量损失给出了较差的结果。与[20]类似，Bucila 等人[21]表明使用单一

模型可以复制一组分类器的性能。他们的方法依赖于使用网络集合生成合成数

据，并在该合成数据上训练较小的网络。最后，Han 等人[22]通过在图像中使用

量化和霍夫曼编码来证明模型权重压缩分类，进而精简网络。 

 

三、 提出的框架 

本节旨在逐步分析我们提出的框架。我们首先介绍所实施的模型架构，然

后介绍所采用的不同损失项。接下来，我们介绍训练期间使用的数据集，最后

我们将介绍用于训练各种模型的训练方案来总结本节内容。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27 

 

 

图 3.1 这展示了我们用于通过知识转移进行模型压缩的训练过程背后的概念。最初的策略是尽量减少中间

激活层（即网络进入求解层的输入）之间的差异（dti，也称为张量损失）。 另一种方法涉及将求解层从

大型网络移植到压缩网络上。我们还研究了两种方法的组合。在实践中，尽管移植所有信息相比随机模

型能够更好地提升效果，但是单独移植更有效率且速度更快 

A． 模型结构 

我们的模型设计灵感来自 ENet[24]和 ERFNet[25]，它们在语义分割任务中表

现出了性能和速度之间的良好平衡。 他们在[24]中展示了在近乎实时（≈10fps）

上运行的能力，在目标硬件 NVIDIA-TX1 上执行密集的语义分段任务。然而，

我们希望达到更高的帧速率，以允许对每个帧实时进行深度估计。我们的目标

硬件平台是 NVIDIA-TX2，它比以前的 NVIDIA-TX1 计算能力提高约 30％。 

我们使用 NVIDIA 支持的 TensorRT 框架[26]来加速我们模型的推理。然而，这

限制了框架支持的可用层，在撰写本文时，它不支持扩张卷积[27]。考虑到这些

因素，经过多次尝试，我们决定采用表 I 中定义的体系结构来提供最佳结果在

运行时和准确性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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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我们的实时深度估算网络的模型架构。该网络主要由非瓶颈块（图中的 Non-btl）构成，它们是图

4 中所示的一系列或残余类型块。下采样，卷积和反卷积都是标准操作 

 

 

图 3.3 显示非瓶颈 1D 块的子模块。 “非瓶颈”是指通过该层时保持通道数不变。 Nx1，1xN，3x1 和 1x3 

Conv 操作是标准的非对称卷积，其中选择 N. 在实践中，我们使用两个非瓶颈-3x5 块，然后使用一个非

瓶颈-3x7 块，以尽可能地增加感受野。加号表示两路结果相加，然后采用 ReLU 激活函数 

 

表 2.1 在输入分辨率为 320×240 的情况下实现的体系结构的摘要，其用于[1]和[23]。左列是指网络的宽部

分，如图 3 所示。E：编码器，D：解码器，P：预测器，其中预测器层是可以从监督网络移植的层 

 层类型 
分辨率（输入，输

出） 

通道数（输入，输

出） 

E 

下采样（2*2） 

下采样（2*2） 

非瓶颈层（3*3） 

非瓶颈层（3*3） 

非瓶颈层（3*3） 

非瓶颈层（3*3） 

下采样（2*2） 

非瓶颈层（3*5） 

非瓶颈层（3*5） 

非瓶颈层（3*7） 

320*240，160*120 

160*120，80*60 

80*60，80*60 

80*60，80*60 

80*60，80*60 

80*60，80*60 

80*60，40*30 

40*30，40*30 

40*30，40*30 

40*30，40*30 

3，16 

16，64 

64，64 

64，64 

64，64 

64，64 

64，128 

128，128 

128，128 

128，128 

D 反卷积（4*4） 40*30，80*60 1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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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瓶颈层（3*3） 

反卷积（4*4） 

非瓶颈层（3*3） 

反卷积（4*4） 

80*60，80*60 

80*60，160*120 

160*120，160*120 

160*120，320*240 

64，64 

64，64 

64，64 

64，64 

P 卷积（3*3） 320*240，320*240 64，1 

B． 损失函数和信息转移过程 

执行回归时损失函数的一个选择是预测图像与真实图像之间的 L2 距离，如

公式 1 所示。我们选择这个来作为我们在表 I 中定义的压缩网络的训练起点。

使用该公式训练的随机模型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称为 R 模型。请注意，由于没有

现有网络与我们的压缩网络共享相同的体系结构，因此除了移植网络（TR）的

情况，我们在其他网络将使用 MSRA 初始化[8]初始化所有权重。 

Ld =
1

N
∑||𝐷𝑖 − 𝐷𝑖

∗||
2

=
1

𝑁
∑ ||𝑑𝑝𝑖||

2
 

𝑁

𝑖=0

𝑁

𝑖=0

(1) 

其中𝐷𝑖表示预测的深度图，𝐷𝑖
∗表示从 Kinect 或雷达获得的地面实况深度

图。另外，我们将第 i 个预测深度和真实深度之间的差距定义为dpi，如图 2 所

示，其中我们使用上标 c 和 b 分别表示压缩网络和大型网络预测中的误差。 

在使用等式 1 中定义的欧几里德损失训练随机初始化模型后，下一阶段我

们着重于提高准确度。加深模型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这会损害系统以 30fps

预测的速率。我们使用类似于[28]的不同损失函数来提高精度。另一个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是可用于执行深度预测的较大模型，这启发了我们去构建一种可以

从更大的模型中学习信息的架构知识转移方式的模型。 

一个基本思路是利用当前最优的深度估计网络[29]的性能，并尝试将有用的

信息转移到我们的压缩网络。这会创建一个以大型网络的性能为上限的模型，

但有望改善随机初始化模型的性能，让它能够在机器人领域中应用。我们围绕

这样的想法设计了我们的压缩网络，即可以让大型深度估计器的最后一层移植

到我们的压缩网络上，如图 2 所示。 

等式 2 中描述的张量损失旨在模仿深层模型的倒数第二层的激活形式。这

是一种受监督的损失，在其中我们试图提升大型和压缩模型的张量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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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
1

N
∑||𝑇𝑖 − 𝑇𝑖

∗||
2

=
1

𝑁
∑||𝑑𝑖

𝑡 ||
2

 

𝑁

𝑖=0

𝑁

𝑖=0

(2) 

𝑇𝑖代表压缩网络的倒数第二层激活张量，𝑇𝑖
∗代表更深层次的网络的倒数第二

层激活张量。 

在使用张量损失训练直到收敛之后，针对最后一层，使用深度损失对网络

进行微调。该模型在结果部分中表示为 T。 

我们还提出一种替代损失，它以无监督的方式训练倒数第二层，其中我们

将较大模型的最终层移植到随机初始化的压缩模型上，并且使用等式 1 训练网

络，为最终层提供有用的激活函数。移植模型（TR）更新除了最终层外的其他

层。 

最后，我们训练使用组合张量损失的 T+TR 模型。它引入了移植层，对张量损

失和移植的最终层进行约 20 个迭代的训练，并使用深度损失进行额外 5 个迭代

的微调。 

我们尝试可视化这个训练过程创建的结果，如图 5 所示。我们期望将张量

损失嵌入与其密切相关的大型网络，而移植网络将在附近找到一些点，并且随

机性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相关，因为空间具有许多局部最小值。这与我们在实

践中的发现一致，我们将在结果中进一步讨论这一部分。 

C． 数据集 

我们在几个非常流行的大型深度-颜色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包括 NYUv2 [1]，

RGB-D [23]和 KITTI [30]。前两个是室内数据集，使用 Microsoft Kinect 传感器拍

摄。NYUv2 提供大量不同的室内序列，其中 249 个场景在训练期间使用，215

个用于测试。 通过从测试场景中绘制的 654 个图像来创建官方测试集。 与

NYUv2 相比，RGB-D 在数据集中提供的变化要小得多，但足以提供一组具有

挑战性的室内场景进行预测。 最后，KITTI 是一个庞大而多样的户外数据集，

拥有超过 20,000 个训练图像。 在创建训练集并进行评估时，我们遵循标准的

训练测试划分来分组官方测试图片集。除了在室外并提供更大范围的深度进行

估算之外，该数据集还为序列子集提供了地面真实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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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展示不同的网络训练过程如何最终确定由此产生的网络形成的流形嵌入。网络的可能输出范围以

网络的颜色显示，旨在表明某些嵌入预期非常相似（重叠），而其他嵌入将产生可能完全不相关的嵌

入。其中包括将嵌入式张量可视化为幅度图像，并发现其与所得到的深度幅度相关性很大 

D． 超参数 

我们在 GTX1080Ti GPU 集群上以 12 的批次大小来训练每个模型，Adam 

Optimizer [31]被用作优化器，初始学习率为 1e-4，并且每经过两个迭代减半。我

们使用 TensorFlow [32]框架，因为它允许快速设计模型结构。后来我们利用

TensorRT 集成，以便在 NVIDIA-TX2 设备上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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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果 

我们使用第 III-C 节中描述的数据集评估所提出的网络的输出。 本节总结

了与现有方法的几种定性和定量比较的结果，并证明了我们的方法的有效性。 

表 4.1 指标在第 IV-A 小节中解释。对于前三列，较低的数字更好，因为它们代表错误；对于后三列，较

高的数字更好，因为它们代表内部的百分比 

NYUv2 [1] 

方法 Relabs RMSlin RMSlog δ δ2 δ3 

Liu [33] 

Eigenalex [9] 

Eigenvgg [9] 

Laina [10] 

Baseline [29] 

0.230 

0.198 

0.158 

0.127 

0.111 

0.824 

0.753 

0.641 

0.573 

0.480 

- 

0.255 

0.214 

0.195 

0.161 

61.4% 

69.7% 

76.9% 

81.1% 

87.2% 

88.3% 

91.2% 

95.0% 

95.3% 

97.8% 

97.2% 

97.7% 

98.8% 

98.8% 

99.5% 

实时网络 

Ours(R) 

Ours(T) 

Ours(T+TR) 

Ours(TR) 

0.216 

0.204 

0.205 

0.190 

0.765 

0.713 

0.715 

0.687 

0.277 

0.261 

0.262 

0.251 

64.4% 

68.5% 

68.3% 

70.4% 

89.3% 

90.9% 

90.8% 

91.7% 

97.1% 

97.5% 

97.5% 

97.7% 

表 4.2 使用与 IV-A 和表 II 中定义的相同指标来评估 KITTI 数据集的结果 

0-50M KITTI [30] 

方法 Relabs RMSlin RMSlog δ δ2 δ3 

Zhou [34] 

Garg [11] 

Godard [14] 

Kuzniestov [28] 

Baseline [29] 

0.201 

0.169 

0.140 

0.108 

0.092 

5.181 

5.104 

4.471 

3.518 

3.359 

0.264 

0.273 

0.232 

0.179 

0.168 

69.6% 

74.0% 

81.8% 

87.5% 

90.5% 

90.0% 

90.4% 

93.1% 

96.4% 

97.0% 

96.6% 

96.2% 

96.9% 

98.8% 

98.8% 

实时网络 

Ours(R) 

Ours(T) 

Ours(T+TR) 

Ours(TR) 

0.147 

0.139 

0.140 

0.156 

4.530 

4.434 

4.426 

4.363 

0.234 

0.228 

0.225 

0.224 

80.3% 

81.7% 

81.7% 

81.8% 

93.3% 

93.7% 

93.8% 

94.0% 

97.3% 

97.5% 

97.6% 

97.7% 

 

A． 深度信息评估 

我们使用以下标准深度预测指标，来评估 NYUv2 和 KITTI 数据集上的每个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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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lin = √
1

𝑛
∑ ||𝐷𝑖 − 𝐷𝑖

∗||
2

𝑛

𝑖=1

  𝑅𝑒𝑙𝑎𝑏𝑠 =
1

𝑛
∑

|𝐷𝑖 − 𝐷𝑖
∗|

𝐷𝑖
∗

𝑛

𝑖=1

   

RMSlog = √
1

𝑛
∑ ||ln (𝐷𝑖) − ln (𝐷𝑖

∗)||
2

𝑛

𝑖=1

 

% of points with in δ: ∑ max (
𝐷𝑖

𝐷𝑖
∗ ,

𝐷𝑖
∗

𝐷𝑖
) < 𝛿, 𝛿 = 1.25𝑚

𝑛

𝑖=1

 

我们将表 II 中的 NYUv2 数据集和 III 中的 KITTI 的结果制成表格。 此

外，我们在图 7 和图 8 中包括了 NYUv2，RGB-D 和 KITTI 的一些定性结果。

从两个表中的数值结果我们观察到两个数据集的一致行为，具有以下趋势： 

随机 < 张量损失 < 移植 

与所有其他网络相比，随机模型明显较差的结果表示了信息转移过程的重

要性，特别是在涉及精简网络时。现在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张量损失模型（T）

和移植模型（TR）的效果。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当使用张量损失训练时，张量

角与监督网络的张量角高度相关，但是激活的幅度相关性较小，这似乎对重建

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角度与深度误差负相

关，即最对齐的张量具有最小的误差，并且这在 T 和 TR 之间翻转。在这种情

况下似乎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谷底，其中小网络在模拟倒数第二次激活方面

变得更好，但是不能完全再现，反而陷入次优的最小值；而受限制较少的 TR

网络可以自由地收敛到最优的最小值，它可以从移植的最后一层中利用尽可能

多的信息。这个谷底似乎是由减少的模型预测能力导致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

工作中进行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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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我们展示了使用三种不同训练方法生成的张量之间关系。第一行显示 RGB 输入，地面实时深度，

以及我们用来转移知识的大型网络的最后一层的张量的大小。第二行显示每个网络的张量幅度图像，它

们是张量值范数的可视化。第三行显示角度相关性，即张量方向一致的程度。最后一行显示了预测和地

面实况之间的深度误差的大小。对于各自列下方的每个预测，我们还包括了以米为单位的 RMS 误差 

 



基于单目相机的深度估计研究 

35 

 

 

图 4.2 我们在两个数据集 NYUv2 [1]和 RGB-D [23]估计深度时展示了我们网络的性能。前两行来自[1]，

后两行来自[23]。所有图像都来自测试集，并且不存在于训练数据中 

B． 姿态预测 

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应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实时网络推断的深度来评估现

成的 SLAM 系统产生的姿态。我们将得到的姿态与选定数量的 KITTI 数据集上

可用的地面实况姿态数据进行比较，并总结了表 IV 中的结果。我们使用我们预

测的深度作为输入，显示了原始 SLAM 系统[5]在 Mono，Stereo 和 RGB-D 配置

中的对比性能。我们使用[23]中提出的标准绝对轨迹误差。 

 

图 4.3 我们在 KITTI 数据集[30]上展示了良好的性能，我们预测的深度与地面真实地紧密对齐。立体重建

包括使用 SGM[35]以及使稀疏的雷达点图密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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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对 KITTI 序列的姿势估计评估，测量[23]中定义的 ATE 

KITTI 测距绝对轨迹误差(m) 

序列 我们提出的深度预

测 

单目 ORB-SLAM 立体 ORB-SLAM 

Seq00 

Seq05 

Seq07 

4.23 

2.01 

1.15 

6.62 

8.23 

3.36 

1.3 

0.8 

0.5 

 

 

图 4.4 展示了使用我们从颜色预测的深度产生轨迹的改进，以及单独使用彩色图像作为现成 SLAM 系统

的输入[5]用于 KITTI-odometry 的 seq00 [30] 

此外，在图 9 中，我们展示了使用我们预测的深度，和在地面实况轨迹使

用纯单目视觉数据相对比的轨迹精度的定性比较。我们再次使用流行的 ORB-

SLAM2 系统计算这些轨迹[5]。这表明，通过使用我们预测的深度，系统优于单

目方案，即使包括两种方法的束调整和闭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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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展示使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减少尺度漂移。第一行显示标准单眼 ORB-SLAM2[5]在 KITTI-

odometry[30]序列 00 上的表现。在闭环之前，存在非常显着的水平漂移水平。相反，当我们提供估计的深

度时，尺度漂移几乎完全消除，并且环闭合之前和之后的差异几乎不可见 

 

表 4.4 姿态估计 -每台设备上不同输出分辨率的速度（实时性能 FPS）比较。 标有†和‡的配置分别是室

内和室外数据集的最先进网络的典型输出分辨率 

50 次运行的平均帧率（最小，最大） 

分辨率 GTX 1080Ti TX2 

640*480 

320*240† 

640*192‡ 

320*96 

105.96（100.82，107.92） 

312.29（295.25，320.00） 

214.75（202.76，221.58） 

437.09（439.01，498.73） 

7.68（7.50，7.71） 

30.03（27.76，30.37） 

19.08（18.23，19.21） 

70.95（65.54，72.63） 

为了展示这个系统如何应用到现成的 SLAM 方法，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例

子。我们在图 10 中展示了使用我们预测的深度与使用相同颜色数据的 SLAM

配置下，能够减少尺度漂移。因为我们的方法也可以以超过 70FPS 进行预测，

如表 V 所示，所以可以被应用到实际系统中。 

C． 速度和运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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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表 V 中包含了我们的方法的时序信息。这表明在典型的操作分辨率

下我们可以在 NVIDIA-TX2 上实时预测，特别是在 320×96 分辨率的 KITTI 数

据集下进行预测。我们证明这已经足够提高精度并减少单目相机跟踪的尺度漂

移。 

 

五、 结论和未来工作 

在本文中，我们展示了模型压缩的评估，并应用于机器人技术。我们证

明，具有模型容量显著降低的系统，依然可以提供足够好的深度以提高标准单

眼 SLAM 系统的精度，并且无需校准就消除了比例的歧义。此外，我们展示了

这些压缩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至需要实时性的低功耗硬件领域，而不会牺牲太

多性能，这表明我们的模型压缩方法应该是创建集成机器学习的实时机器人应

用程序的有效方法。进一步的工作将包括通过使用额外的细化网络来改进总体

深度估计，并且可能扩展该系统以实时提供来自多个帧的相对姿态估计，从而

可以被进一步集成到 SLAM 流水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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