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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 

 

摘要 

 

监控摄像头在刑侦领域的应用大部分仍然是采用传统的人工观看监控记录查找嫌疑人

的方式，人脸识别技术在该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如用 AI 进行人脸检测等，但仍然存

在着很多痛点问题亟待解决，包括摄像头角度限制带来的死角问题、人工查找的时间和人力

耗费问题和监控视频远程传输的限制问题等。当前已经可以使用 AI 进行人脸检测和识别，

但需要超算服务器的支持，降低了大规模部署的可能。基于以上现状，也为了更好的利用人

工智能响应智慧城市，我们团队设计了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 

该系统以 AI-BoxX Gen.1和 DE10-Lite FPGA 为核心进行开发。首先，该系统采用摄像

头捕获视频流，而后使用图像拼接的方式将视频流分解的图像融合为一张完整的图像，避免

了出现死角的问题。其次该系统采用深度学习的方式，利用人脸识别来对嫌疑人进行追踪，

有效规避了人类观察可能因身体疲劳等原因遗漏的问题。我们采用 AI-BoxX Gen.1 来实现

此功能，使得该项目较传统的嵌入式系统项目在实时性上有了巨大的提升。再者该系统增添

了远程传输通信子系统，一旦摄像头内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就会立刻给警方传达响应，便

于警方行动，该部分利用 DE10-Lite FPGA实现，添加蓝牙模块和 MP3模块，蓝牙模块用于

实现远程通信，MP3模块用于实现实时报警。 

另外，该系统的实施采用边缘计算的方式，不仅解决了传统的基于云计算的人脸检测系

统中存在的需要传输过多数据的问题，减少了数据的传输代价与延迟，还消除了数据在传输

途中被窃取的风险，就地处理，不再进行数据在采集端与云端的传输，从而保证了数据的绝

对安全。该项目还可迁移应用于大厦门禁的安保措施、智慧教室的出勤管理等等。 

 

关键词：边缘计算，远程通信，图像拼接，人脸识别 

 

 

 

 

 

 

 

 

 

 

 

 



第 4 页 共 29 页 

 

Full Vision Security Eye-Intelligent Suspect Detection System 

 

ABSTRACT 

 

Most of the applications of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till us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ooking for suspects by watching surveillance records manually.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this field to some extent, such as using AI for face 

dete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critical point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cluding the dead 

angle caused by camera angle limitation, the time and labor cost of manual search and the 

limitation of remote transmission of surveillance video. At present, AI can be used for face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but it needs the support of supercomputing server, which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large-scale deployment. Based on the above situation, and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spond to smart cities, our team designed a full-view security eye-

intelligent suspect detec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developed with AI-BoxX Gen.1 and DE10-Lite FPGA as the core. First of all, 

the system uses camera to capture the video stream, and then uses image mosaic to fuse the 

decomposed images into a complete image, thus avoiding the problem of dead angle. Secondly, 

the system uses deep learning and face recognition to track suspects, which effectively avoids the 

problem that human observation may be omitted due to physical fatigue and other reasons. We use 

AI-BoxX Gen.1 to realize this function, which makes the real-time performance of this project 

grea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embedded system project. Furthermore, the system 

adds a remote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subsystem, which will immediately convey the 

response to the police once the suspect is captured in the camera,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police 

action. This part is realized by DE10-Lite FPGA, and Bluetooth module and MP3 module are 

added. Bluetooth module is used for remote communication and MP3 module is for real-time 

alarm.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dopts the method of edge computing, which 

not on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data transmission in the traditional face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reduces the cost and delay of data transmission, but also eliminates the 

risk of data being stolen during transmission. The data is processed locally and no longer 

transmitted between the acquisition end and the cloud, thus ensuring the absolute security of data. 

This project can also transfer onto the security guarantee building access control, attendance 

management of smart classrooms, and so on. 

 

Key Words: Edge-computing, Remote transmission, Image-mosaic, Face-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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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设计背景 

1.1.1 国内外发展趋势调研 

对于监控摄像头在刑侦领域的应用的国内外发展趋势，经我们研究，目前监控摄像头

在刑侦领域的应用大部分仍然是传统的人工观看监控记录查找嫌疑人的方式，人脸识别技

术在该领域已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例如深圳太古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视频监控技术，使

用AI进行人脸检测和识别，但需要超算服务器的支持，降低了大规模部署的可能，不具有

实时性。总之而言，目前监控摄像头在刑侦领域的应用仍然存在着很多痛点问题待解决，

主要有摄像头角度限制带来的死角问题、人工查找的时间和人力耗费问题和监控视频远程

传输的限制问题等。 

本项目使用的核心技术有图像拼接、视频实时合成、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检测和人脸

识别技术以及远程通信技术。这些技术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如下： 

① 图像拼接方面，当前的算法基本都是首先提取特征点然后根据特征点进行图像配

准，比较成熟的算法即是SIFT、SURF等特征点提取算法，然后利用加权融合等方式进行图

像融合。 

② 视频的合成方面，如何使得计算机能够快速对视频进行合成处理成为了近年来计算

机视觉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视频合成是一般性研究，但随着摄像

头的兴起，该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现阶段视频合成的主要基础还是利用算法使得在某

个位置对应放置相应的像素，使得拼凑起来能够合为一体。 

③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检测和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当前很多国家展开了相关技术的研

究，主要有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实验室和

人工智能实验室、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的机器人研究所、法国INRIA研究院、美国伊

利诺斯大学Beckman研究所和Microsoft Research Asia Face Group。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

（NIST）举办的(Face Recognition Vendor Test 2006，简称FRVT2006)通过大规模的人脸

数据测试表明，当今世界上人脸识别的一些方法的识别精度已经超过人类的平均水平。而

对于高清晰、高质量人脸图像识别，机器的识别精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我国在人脸识别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进展迅速，很多研究机构、高等

院校及多家IT公司都成立了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小组，如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银晨智能识别科技有限公司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科研人员历时近一年研发的人脸识别信息比对系统，开创性地将

国际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引入奥运安保，实现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对门票持有者进行实名制

查验和人员身份识别的功能，为奥运安保大系统提供了决策支持依据。863计划、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都拨出专款资助人脸识别的相关研究。我国的人脸识别技术正处

在高速发展时期，在识别率和识别速度上也达到了举世瞩目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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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现阶段亟需解决的痛点问题 

在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觉十分发达的今天，我们希望利用边缘计算与计算机视觉来更

好的达成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这个新时代的主题，使人工智能进一步服务于人类。 

众所周知，提高国民素质化教育是我国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途径，然仍存在一些

违法乱纪之徒试图破坏这个和谐的社会，而很多时候城市的便利交通等因素均为歹徒的逃

脱提供了机会。通过城市道路、建筑上的监控摄像头来侦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与行

踪是目前刑侦人员常用的刑侦手段，虽然监控摄像头已经帮助刑侦人员侦破了无数的案

件，但是传统的监控摄像头仍存在很多痛点问题，例如： 

① 安置的摄像头的角度有所限制。如果是针对不能自动旋转的摄像头，那么最大能够

覆盖的角度范围一般是在130°到150°之间，并且覆盖的距离越远，其所能覆盖的角度越

小，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嫌疑人的身影只会出现在某些隐蔽的摄像头中，导致难以真正的

辨别身份。另外如果针对于能够自动旋转的摄像头，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其存在一定的视

觉盲区，导致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偏差内无法监控到某个区域，设为A，而有关部门在安置摄

像头时也可能考虑到A已经被一个摄像头覆盖，而为了节约经费便不会再使用额外的摄像头

去覆盖区域A，那么就会提供给歹徒一个可乘之机。 

② 难以确定嫌疑人的真实位置。如果该摄像头身处闹市、商业区等地，那么在某一个

时间段内，摄像头范围内的人数一定会很多，那么借助人眼去直接观察搜寻嫌疑人的踪影

很有可能造成遗漏、看错等相关情况，从而欲锁定嫌疑人会变得非常困难。另外，如果当

时由于天色较暗、下雨等不确定因素更会加大排查工作的实施难度。 

③ 警察调取监控录像侦查犯罪嫌疑人时，为了保证一定的准确性，需要完全匹配一段

时间内嫌疑人的踪迹才能证实该嫌疑人的活动范围以及是否是真正锁定的嫌疑人，需要花

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为调查带来了滞后性。 

④ 现如今有些地方的警察已经应用了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但是视频文件的传输占用

带宽很大，目前一般使用的是固定线路传输视频，这就造成采集视频的监控摄像头也必须

是固定的，想要建设全范围、无死角覆盖的“天网”工程，就需要大量的监控设备和线

路，这将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⑤ 如果将视频文件传输优化后采用云计算的方式进行，那么会出现的问题即是需要时

刻保持网络覆盖并且网络通信没有障碍。而对于某些紧急时刻网络故障或者出现中断，那

么势必会存在限制甚至出现严重的弊端。并且，视频文件在云端相互传输的过程可能也会

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达不到准确性的高要求。加之，视频文件的来回传输可能需要一段

不小的时间，不利于达成视频流的平滑处理视频帧的连续性。 

监控摄像头在刑侦领域的应用现状和目前该领域存在的这些痛点问题是该项目的主要

背景，该项目的主要意义就是开发一个智能嫌疑人刑侦系统，解决上述的目前该领域中的

痛点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帮助刑侦人员更快地完成案件的侦破和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工作。 

 

1.2 项目难点 

① 图像拼接的准确度 

由于本次设计的背景是服务于刑侦领域，因此任何步骤处理的准确性要求都需要极尽

完美。对于图像拼接来说，需要将两张图片无缝衔接在一起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因为要

考虑到特征点的融合匹配、边界因素、噪声、光照条件等等。在算法的选取上，由于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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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值基本都是数值解而不是解析解，也存在一定的数值误差，如何巧妙的解决这些数值误

差也是一个挑战。另外在算法的使用中，存在许多阈值设定以及初始参数的设定。为了达

到一定的准确度并且平衡时间效益，如何选取阈值的设定以及初始参数也是一个不小的问

题。 

② 视频流呈现的实时性要求 

本次项目需要完成对于某一场景进行实时的视频呈现，并且对于捕获的视频能够达到

实时的特征点匹配、图像拼接以及完成嫌疑人识别等一系列操作。实时性要求对于算法的

选取、准确性与效率的衡量以及各个部分的衔接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视频能够合理呈

现，达到实时性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这一方面也需要AI-BoxX发挥极大的效用。另外，

实时性在本次项目中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如何合理分配并把控每一个步骤在本次项目中

占用的时间比例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③ 嫌疑人识别的精准度以及全面性 

 本次项目需要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目标识别，并且准确性以及效率的要求需要大于人

眼直接识别。由于本次项目运用于刑侦领域，因此对嫌疑人一定是报着不放过每一个机会

的心态进行识别，由此对于嫌疑人侧脸、隐藏以及人流密集等环境下的目标检测更加需要

一定的准确度和全面性。加之，对于恶劣环境干扰、光照变暗因素干扰都能尽量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是非常难的。 

 ④ 蓝牙传输和MP3响应的及时性 

 本次项目需要在视频检测出嫌疑人踪迹后，马上通过蓝牙设备远程向总控制端放出信

号并且使得MP3进行报警，整个过程必须如行云流水一般，不能拖沓。在刑侦领域中时间就

是生命，早一刻响应就是对生命的尽职尽责。但是想要达到这种及时性需要的必须是蓝牙

模块配置的高效性以及MP3衔接的完美性的高度配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3 内容组织与安排 

报告共分为 7 个章节。文章通过分析针对于嫌疑人侦测的几个步骤当前的国内外发展

以及刑侦领域关于摄像头的痛点问题的分析，设计了一套对嫌疑人侦测的全视安防报警系

统。本文在探讨图片拼接算法以及人脸检测识别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详细方案设

计，并对硬件和软件部分做了详细介绍。最后通过测试验证了系统的可行性。  

第 1 章为全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系统基于的设计背景，分析了系统实现的难点，并

对报告结构作了说明。  

第 2 章为预期的功能和指标，主要是对我们设计的系统所预期的功能和希望达到的指 

标作了说明。  

第 3 章为整体方案设计说明，根据系统的实际需求，提出了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并对 

设计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简要分析。  

第 4 章为系统的硬件设计，包括报警部分系统的总体架构、蓝牙驱动、MP3驱动等主

要模块的流程框图和FPGA实现。  

第 5 章为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是在嵌入式系统端的图像拼接、视频流合成、嫌疑人

目标检测系统的架构、流程框图与实现。 

第 6 章为系统测试，给出了各个模块的验证波形或实现效果图，最后测试了整个系统 

的运行情况，验证了系统设计的可行性。  

第 7 章为系统总结，通过测试后对整个系统做出了评价，指出了亮点和不足，并对未 

来的应用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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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预期功能与指标 

 经过一段时间的问题分析与方法学习，我们首先采用自顶向下的思考方式将该项目分

成了三个大部分：图像拼接子系统、视频处理嫌疑人目标检测子系统、远程反馈报警子系统。

通过不断挖掘其中的衔接方式，最终实现了上述的功能分离，而后我们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

分别完善上述三个子系统，最终对其进行组装，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预期项目方案。 

2.1 功能设计 

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基于图像拼接、嫌疑人目标检测以及远程反馈三个子

系统进行深度构建，需要达成的是图像拼接后的良好显示效果，嫌疑人目标检测的准确率以

及完整性，视频流显示的实时性，远程反馈报警的及时性，由此需要以下功能进行实现： 

① 图像拼接 

对于输入的两张图片，将右图设为样本图，将左图设为拼接图，首先使用 sift

算法进行两张图的特征点匹配，而后使用 knn算法进行最近邻特征点搜寻。将搜寻

完毕的样本图上的特征点坐标以及拼接图上的特征点坐标作为集合输入给 RANSAC

算法，由其输出一个唯一的单应性矩阵。而后利用该单应性矩阵对样本图做透视变

换，变换完毕后样本图由矩形变为恰好能与拼接图拼接的四边形。最后将变化后的

样本图与拼接图拼接即可完成图像拼接功能。 

② 嫌疑人目标检测 

从摄像头组中读取各个摄像头的视频流，采用图像拼接算模块将各个摄像头的

视频流进行逐帧拼接。将拼接好的图像输入到人脸检测的深度学习网络中，输出为

所有检测到的人脸，将识别到的所有人脸从整体图像中裁剪出来，输入到用于人脸

识别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中，得到人脸的特征向量，与嫌疑人库中的人脸信息进行

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将通过远程通信的方式发出报警信息。 

③ 视频流实时性显示 

拟采用多个摄像头进行实时场景的捕获，将捕获所获得的场景传输给图像拼接

模块，并且将拼接完毕的当前场景传递给嫌疑人目标检测子模块进行嫌疑人位置锁

定以及探寻，若搜寻到嫌疑人，则实时显示嫌疑人当前位置。 

④ 远程通信反馈报警 

采用 FPGA 驱动的蓝牙从板以及 MP3 芯片来开发一个远端的报警装置。接收从

AI-Box发出的蓝牙信号，当检测到嫌疑人后，通过 AI-Box的蓝牙发送信息，报警

装置接收并识别到信息后，响起警报。 

 

 

 

2.2 性能指标 

① 360度无死角视频的性能指标 

为了保证全景视频合成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摄像头的视角之和应当至少大于 540度，并

且保证在进行拼接时能够准确的进行，并且保证无观察死角。 

② 视频处理速度的性能指标 

视频处理的速度应当较高，需要保证完成处理后的视频输出的帧率至少达到 60fps，否

则可能会出现卡顿、眩晕等情况，不利于实际的使用。 

③ 人脸检测与识别系统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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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模型的准确率至少在 95%以上。 

④ 报警与响应系统的性能指标 

从嫌疑人出现在摄像头监控范围内，到发出报警信号，至多用 2秒时间。 

 

第三章 整体方案设计 

3.1 硬件平台 

在本系统中，使用了比赛提供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盒以及 FPGA，同时也使用了一些其

他的辅助设备。所有预期的硬件平台包括： 

① AI-BoxX Gen.1 (WHL-U+HDDL-R8)的硬件平台一块 

② DE10-Lite FPGA开发板一块 

③ 蓝牙模块 

 ④ MP3模块 

3.2 总体方案 

在本系统中，系统的工作流程为：摄像头采集图像信息，图像拼接生成全景视频流，将

全景视频流传入 AI-BoxX 中，AI-BoxX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进行人脸检测与识别，AI-BoxX 给

出标定的位置信息与其他需要输出的信息传入显示器，蓝牙模块给 FPGA 端传递信息，FPGA

驱动 MP3来实现远程报警。 

下面给出系统的工作流程图： 

 



第 10 页 共 29 页 

图 1 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工作流程图 

 

 

3.2.1 图像拼接子系统 

 

主要包括图像匹配和图像融合两个过程。图像匹配中技术关键是 SIFT 图像匹配算法。

该图像匹配算法分为建立高斯差分空间、关键点位置确定和生成关键点描述符三个大步骤。

图像融合主要是依据 RANSAC 算法生成唯一的单应性矩阵，而后使用透视变换将样本图由矩

形转变为四边形，然后与拼接图进行拼接融合。 

 

图 2 视频图像拼接子模块的实现流程图 

3.2.2 人脸检测和识别模型的搭建 

 我们使用了 Tensorflow 框架搭建和训练开源的人脸检测模型和人脸识别模型。在人脸

检测方面，我们训练了开源的人脸检测模型 MTCNN 和 RetinaFace；在人脸识别方面，我们

训练了开源的人脸识别模型 FaceNet。 

3.2.3 深度学习模型在硬件平台上的部署 

使用 python语言，利用 OpenVino python环境下的 openvino.inference_engine 库完

成模型在 AI-Box 平台上的部署，包括给模型输入数据、调用模型异步推理，接收模型的输

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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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做模型推理的时候，还需要前处理和后处理，前处理是在推理之前，如通

道变换，取均值，归一化等，后处理是推理后，需要将检测框等特征叠加至原图等。 

3.2.4 远程反馈报警子系统 

通过 FPGA 设计一个简单的专用的远程反馈报警系统：FPGA 驱动蓝牙从板外设，通过

uart协议进行信号传输，接受来自 AI-Box的蓝牙信号；FPGA驱动 MP3模块，通过 spi协议

进行通信，根据接受到的蓝牙信号来通过 MP3发出警报声。 

 

图 3 远程反馈报警子模块的实现流程图 

 

 

第四章 硬件方案设计 

 

4.1 整体硬件架构  

AI-Box 通过摄像头采集视频，然后进行视频拼接，利用拼接后的视频进行嫌疑人检测

与识别，检测到嫌疑人时发送蓝牙信号，FPGA 板驱动蓝牙从板接收蓝牙信号，驱动 MP3 模

块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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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硬件整体架构图 

4.2 蓝牙模块驱动 

模块描述：该模块是蓝牙控制模块，通过 UART串口通信来获取数据并转为并行数据进

行输出，下面为 UART 时序： 

 
图 5 UART 时序图 

 

UART 作为异步串口通信协议的一种，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一个字符一位一位地

传输。其中每一位的意义如下： 

起始位：先发出一个逻辑“0”的信号，表示传输字符开始。 

数据位：紧接着起始位之后。数据位的个数可以是 4、5、6、7、8等，构成一个字符。

通常采用 ASCII码。从最低位开始传送，靠时钟定位。 

停止位：它是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可以是 1位、1.5位、2位的高电平。由于数

据是在传输线上定时的，并且每一个设备有其自己的时钟，很可能在通信中两台设备间出现

了小小的不同步。因此停止位不仅仅是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钟同步的机

会。适用于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容忍程度越大，但是数据传输率也就越慢。 

空闲位：处于逻辑“1”状态，表示当前线路上没有数据传输。 

UART工作原理： 

发送数据过程：空闲状态，线路处于高电平；当收到发送指令后，拉低线路的一个数据

位的时间 T，接着数据按低位到高位依次发送，数据发送完毕后，接着发送奇偶校验位和停

止位，一帧数据发送完成。 

数据接收过程：空闲状态，线路处于高电平；当检测到线路的下降沿（高电平变为低电

平）时说明线路有数据传输，按照约定的波特率从低位到高位接收数据，数据接收完毕后，

接着接收并比较奇偶校验位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通知后续设备接收数据或存入缓冲。 

由于 UART 是异步传输，没有传输同步时钟，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性，UART 采用 16 倍

数据波特率的时钟进行采样。每个数据有 16个时钟采样，取中间的采样值，以保证采样不

会滑码或误吗。一般 UART 一帧的数据位数为 8，这样即使每个数据有一个时钟的误差，接

收端也能正确地采样到数据。 

UART 的接收数据时序为：当检测到数据的下降沿时，表明线路上有数据进行传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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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计数器 CNT 开始计数，当计数器为 24=16+8 时，采样的值为第 0 位数据；当计数器的值

为 40时，采样的值为第一位数据，依次类推，进行后面 6个数据的采样。 

4.3 MP3模块驱动 

SPI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 4根

线，事实上 3 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 SPI 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 SDI（数

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K（时钟），CS（片选）。 

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对应 MOSI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对应 MISO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CS: 其中 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

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 SPI设备

成为可能。 

SDI/SDO/SCLK: 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 SPI 是串行通讯协议，也

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这就是 SCK 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 SCK 提供时钟脉冲，

SDI，SDO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数据输出通过 SDO线，数据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

时改变，在紧接着的下降沿或上升沿被读取。完成一位数据传输，输入也使用同样原理。这

样，在至少 8次时钟信号的改变（上沿和下沿为一次），就可以完成 8位数据的传输。 

下面是 SPI的时序图： 

 
图 6 SPI 时序图 

 

第五章 软件方案设计 

 

5.1 整体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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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软件整体架构图 

 

5.2 图像拼接模块 

图像拼接模块中，最重要的就是图像匹配与图像融合的过程。 

5.2.1 图像匹配 

本项目中拟使用 SIFT 图像匹配算法。该图像匹配算法分为以下 7 个步骤：建立高斯差

分金字塔、关键点位置确定、极值点位置精确确定、低对比度点舍去、边缘效应去除、为关

键点赋予主方向、构建关键点描述符。 

① 建立高斯差分金字塔 

极值检测的过程，需要使用可变尺度的高斯函数和原图像进行卷积，卷积后的图像可获

得不同组和不同层的图片，不同大小的图片称为不同组，同一组内的图片称为不同层，然后

对每一组图片的相邻两层进行差分，形成高斯差分金字塔。 

② 关键点位置确定 

由于当像素绝对值太小时，可能出现的干扰项是噪声，因此在将图像阈值化后，才能在

DOG空间内寻找极值点。因为在 DOG空间内存在 xyz三个方向，由此对于某一个特定点来说，

应该寻找其 xyz三个轴方向邻域的 26个点。 

③ 极值点位置精确确定 

由于确定的关键点始终在图像上，而真正的极值点可能存在于 DOG空间之中，不属于任

何一个图像，因此在检测到的极值点处做三元二阶泰勒展开 

𝑓(𝑋) = 𝑓(𝑋0) +
𝜕𝑓𝑇

𝜕𝑋
�̂� +

1

2
�̂�𝑇

𝜕2𝑓

𝜕𝑋2
�̂� 

对 f(x)求导可获得： 

𝜕𝑓(𝑋)

𝜕𝑋
=
𝜕𝑓𝑇

𝜕𝑋

𝜕2𝑓

𝜕𝑋2
�̂� 

令导数为 0，可解得： 

�̂� = −
𝜕2𝑓−1

𝜕𝑋2

𝜕𝑓

𝜕𝑋
 

将该值代入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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𝑓(𝑋) = 𝑓(𝑋0) +
1

2

𝜕𝑓𝑇

𝜕𝑋
�̂� 

④ 低对比度点舍去 

由于低对比度点可能也是噪声，因此当满足下式时，舍去点 X 

|𝑓(𝑋)| <
𝑇

𝑛
 

其中 T一般经验值为 0.04，n为希望提取特征的图片数 

⑤ 边缘效应去除 

由于 Hessian矩阵反应曲率关系，因此使用它来完成边缘效应的去除，不妨设定 Hessian

矩阵的两个特征值为α，β(α>β),则有 

𝑇𝑟(𝐻) = 𝛼 + 𝛽 

𝐷𝑒𝑡(𝐻) = 𝛼𝛽 

设定𝛼 = 𝛾𝛽,则当Det(H) < 0,舍弃点 X，否则 

𝑇𝑟(𝐻)2

𝐷𝑒𝑡(𝐻)
=
(𝛾 + 1)2

𝛾
= 𝛾 +

1

𝛾
+ 2 

由于𝛾 > 1,因此函数单调递增，一般经验值取γ阈值为 10.0，因此需要上式小于 12.1。 

⑥ 为关键点赋予主方向 

统计以特征点为圆心，以该特征点所在的高斯尺度的 1.5倍为半径的圆内的所有的像素

的梯度方向及其梯度幅值，并做 1.5σ的高斯滤波，而后对每个像素投票获取主方向。 

⑦ 构建关键点描述符 

因为该算法具有旋转不变性，因此将坐标轴旋转至正方向为第⑥步中确定的主方向，而

后构建 128位描述符，每个小区域 8个方向对应 8位数，一共 16个小区域。 

 

5.2.2 图像融合 

图像融合的过程主要是依据矩阵变换将右图输入的矩形转换为能够与左图相匹配的四

边形，而后将左图直接粘贴进行图像融合。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① 获取最匹配的关键点 

该步需要从 SIFT 算法获得的所有特征点中选取出最匹配的特征点，首先使用 KNN 算法

获取样本图像中每一个特征点的第一邻近点和第二邻近点，而后比较第一邻近点与第二邻近

点的距离，防止产生误匹配。 

KNN与 FLANN匹配的比较： 

KNN 基于 BruteForceMatcher，其总是尝试所有可能的匹配，从而使得能够找到最佳匹

配，而 FLANN是一种近似法，算法能够更快但是找到的是最近邻的近似匹配。而对于本次设

计所需要的图像拼接来说，其用于刑侦领域是需要非常严谨的并且需要尽可能的保证准确率，

因此本次设计选择了准确率更高的 KNN算法进行特征点匹配。 

② 获取变换矩阵 

该步骤选用 RANSAC 算法，根据所输入的关键点在样本图上的坐标以及连接图上的坐标

获取唯一的单应性矩阵。数据中包含正确的点和噪声点，而该算法能够合理的在描述正确数

据点的同时摒弃噪声点。 

RANSAC算法解释： 

单应性指的是一个平面到另一个平面的投影映射，假设图像 A的点为(𝑥, 𝑦),图像 B的点

为(𝑥′, 𝑦′),则有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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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等式右边的最左边的矩阵即为单应性矩阵。 

 该算法会从初始点对中随机选取 4个点去生成单应性矩阵，然后依此计算内点（内点指

的是投影误差小于设定容限误差的匹配点）。若某次迭代过程中内点个数大于设定阈值，则

算法终止，并且认为该内点集合可以拟合出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然后根据当前内点集合重新

拟合出模型。若内点集合个数小于设定阈值，则进入下一次迭代，并且迭代次数会根据置信

度、总匹配个数、当前内点个数、当前总迭代次数等信息进行动态更新。 

 RANSAC算法与最小二乘法迭代的比较： 

 如果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迭代求解，那么对于出现噪声点的情况，最小二乘法将会把噪

声点考虑进去导致迭代往不希望的方向进行下去，而使用 RANSAC 算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RANSAC算法可以使得噪声点被恰当的舍去。 

③ 透视变换 

该步骤对图像进行透视变换，使原图像的矩形形状在单应性矩阵的影响下，透视变换为

四边形，并且使得该四边形能够恰好与连接图在图边沿进行无缝衔接。 

5.3 嫌疑人目标检测与识别模块 

嫌疑人人脸检测与识别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软件平台 OpenVINO 和硬件平台 AI-BoxX 实

现。AI-BoxX通过 USB 接口连接摄像头组，从摄像头中获取视频流，使用图像拼接模块逐帧

拼接各个摄像头的视频图像，形成视频流。视频流输入到人脸检测模型中，检测出人脸，然

后将人脸图像输入到人脸识别模型中进行识别，如果与嫌疑人库中的人脸数据相匹配，就认

为识别到了嫌疑人，向警局、警车中的远程设备发送相关信号。我们的实施方案流程为： 

 
图 8 人脸识别深度学习模型的实施流程 

① 模型搭建与训练： 

我们使用了 Tensorflow 框架搭建和训练开源的人脸检测模型和人脸识别模型。在人脸

检测方面，我们训练了开源的人脸检测模型 MTCNN 和 RetinaFace；在人脸识别方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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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了开源的人脸识别模型 FaceNet。 

facenet是谷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脸识别的方法，该方法在 LFW数据集上的准确度已经

达到了 99.6%，目前是该数据集上检测的最好记录。 

facenet 不同于传统的 CNN方法。传统的 CNN先通过网络进行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结

构利用 SVM方法进行分类。该方法是直接通过学习将特征变为欧式平面上的一个点，然后通

过比较点之间的距离来进行判断。 

与其他的深度学习方法在人脸上的应用不同，FaceNet并没有用传统的 softmax的方式

去进行分类学习，然后抽取其中某一层作为特征，而是直接进行端对端学习一个从图像到欧

式空间的编码方法，然后基于这个编码再做人脸识别、人脸验证和人脸聚类等。 

FaceNet是直接利用 triplet loss训练模型输出 128维的特征向量，triplets由来自

于同一人的两张人脸图像和来自于另一人的第三张图像组成，训练的目的是来自于同一人的

人脸对之间的欧式距离要远小于来自于不同人的人脸对之间的欧式距离。输入的人脸图像只

是检测的结果，没有进行任何的二维和三维对齐操作。 

FaceNet算法有如下要点： 

1.去掉了最后的 softmax，而是用元组计算距离的方式来进行模型的训练。使用这种方

式学到的图像表示非常紧致，使用 128位足矣。 

2.元组的选择非常重要，选的好可以很快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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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FaceNet 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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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naface是 2019年 5月份来自 insightFace 的一大力作，基于 one-stage的人脸检

测网络，是一个鲁棒性较强的单阶段人脸检测器，比较突出的工作是加入了 extra-

supervised 和 self-supervised；相比较于 mtcnn算法，retinaface最大的优点就是检测

的速度不受人脸数量的限制。 

retinaface 的作者手工标注了 widerface 的人脸五个关键点标注数据，同时作者提出

了一个自监督的人脸编码器用于人脸的检测。基于 resnet152 的 retinaface 在 widerface

上获取了最好的检测成绩；把 backbone换成轻量级网络，比如 google的 mobileNet，可以

在 cpu上达到实时的检测速度。 

不仅如此，大部分人脸检测重点关注人脸分类和人脸框定位这两部分，retinaface 加

入了 face landmark 回归（ five facial landmarks）以及 dense face regression(主要是

3d相关)。 

 

图 10 RetinaFace 结构图 

 

② 模型优化： 

我们将使用 Tensorflow框架训练好的模型生成为.pb格式，然后在 AI-Box平台上，使

用 Intel推出的 OpenVINO软件工具优化模型，生成.xml和.bin格式的文件。这一步将加快

模型部署在 Intel硬件平台上的推理运行速度。 

③ 模型部署： 

使用 python语言，利用 OpenVino python环境下的 openvino.inference_engine 库完

成模型在 AI-Box 平台上的部署，包括给模型输入数据、调用模型异步推理，接收模型的输

出等。 

除此之外，在做模型推理的时候，还需要前处理和后处理，前处理是在推理之前，如通

道变换，取均值，归一化等，后处理是推理后，需要将检测框等特征叠加至原图等。 

④ 模型应用： 

我们将使用 OpenVINO 工具将优化后的模型部署到 AI-Box 平台上，并完成相关 API 和

接口的设计。从摄像头读取视频流，调用图像拼接模块拼接图像，模拟 360 度全视摄像头。

将拼接后的图像输入到人脸检测的模型，完成人脸检测。然后将检测到的人脸输入到人脸识

别模型中，完成人脸识别，得到特征向量，与嫌疑人库中的人脸信息进行比对，如果识别到

了嫌疑人，则通过蓝牙向 FPGA 设备发送报警信号，模拟向警局、警车中的远程设备发送信

号和报警信息，帮助刑侦人员完成对嫌疑人的抓捕。 

 

 

第六章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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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图像拼接检验 

6.1.1 SIFT算法匹配检验 

在图像特征点提取算法完成后，为了确保图像拼接能够顺利执行，先对特征点提取的效

果进行检验，验证算法可行性。 

① 测试内容 

针对于可拼接图像，检验二者的特征点提取信息。 

② 测试结果 

 

图 11 拼接前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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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拼接前右图 

 

 

图 13 特征点匹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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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测试总结 

经过此处测试，首先验证了 SIFT算法提取特征点的准确率，并且在 Python端使用 SIFT

算法进行特征点搜寻并且输出总共仅需要 0.21s 左右的时间，为视频的实时性性能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同时，经过检验可发现，在两张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图片上特征点数量也是极为丰

富的，这也为后续的图像拼接的完成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6.1.2 图像后续拼接测试 

在采集完所有特征点信息后，后续使用 RANSAC 算法进行唯一合理单应性矩阵的生成，

而后利用该单应性矩阵进行透视变换完成最终图像的拼接。为了确保后续嫌疑人目标检测与

识别的准确率，此处测试拼接的完整性以及效果，验证算法的可行性。 

① 测试内容 

针对于可拼接图像，在使用 sift进行特征提取的基础上，采用 RANSAC 算法以及透视变

换完成对图像拼接的整体效果检测。 

② 测试结果 

 

图 14 透视变换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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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拼接后结果图 

 

③ 测试总结 

通过比较右左两图以及最后呈现的拼接效果图来说，对两幅具有相当多的特征点进行拼

接时可以达到比较完美的拼接效果并且透视变换产生的四边形也能够恰当合理的与拼接图

进行拼接，但是存在的问题即是，若提取到的特征点无法覆盖某一场景，会造成该场景的拼

接出现一定的失误，比如上图中离人眼最近的那把椅子的表面，可以发现出现了一点拼接缝，

造成了一些拼接不当的因素。另外该算法对于左右两图光照因素不太敏感，会由于左右两图

的光照差别出现一定的色度差异，不过考虑到摄像头并不具有自动感光并且改变亮度的功能，

因此该算法模型在本次设计中也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6.2 嫌疑人目标检测与识别检验 

①测试内容 

对嫌疑人与非嫌疑人出现时的情况进行测试 

②测试结果 

嫌疑人目标检测与识别对非嫌疑人出现时的情况进行测试： 

 



第 24 页 共 29 页 

 

上图为非嫌疑人出现时的情况，可以看到，非嫌疑人被检测出人脸，并且标为非嫌疑人

的标志“Unknown”，可知我们的系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对嫌疑人出现时的情况进行测试： 

 

 

上图为嫌疑人入场时的显示情况，可以看到，嫌疑人人脸已被识别出，并给出了嫌疑人

的默认命名“1！！！！！！！！”（并且远程报警器发出了警报声），可知我们的系统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 

 

③测试总结 

嫌疑人识别与检测部分测试完成，系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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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远程通信蓝牙模块检验 

① 测试内容 

发送 16进制信息 F6，通过 DE10Lite FPGA 板卡上的灯，测试蓝牙从板是否能收到信息 

②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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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测试总结 

经过蓝牙传送信息后 FPGA的 LED灯从 led8-led1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确实与发送的 16

进制信息相同，由此蓝牙模块配置正确，能够正常远程通信。 

6.4 MP3报警系统检验 

① 测试内容 

拨动开关，检测是否能发出声响，测试 MP3是否能正常工作。将报警的 mp3音乐文件转

为 coe，然后使用相应代码将 coe文件转为可以放入 DE10 Lite中 ROM能够初始化的 mif文

件，部分内容如下： 

 

②  测试总结 

MP3能够正常发出警报声，并且也能够在蓝牙通信获得信息后发出所需要的警报声，MP3

协议使用正确，蓝牙与 MP3组装正确。 

6.5综合测试 

图像拼接和人脸识别的综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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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报警的综合测试（报警无法以图片展示）： 

 

经过 6.1-6.4子系统的测试，和子系统之间连接的测试，完成了总系统的测试。 

 

第七章 项目总结 

7.1项目总结 

本项目完成了“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利用了视频图像拼接、人脸检测、

人脸识别、FPGA 外设驱动几项技术，先将摄像头获取的图像拼接起来，然后利用拼接后的

图像进行人脸检测与识别，识别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嫌疑人以及其身份，并通过蓝牙发送信号；

FPGA板开发的远程报警系统接收蓝牙信号，并根据信号驱动 mp3模块进行报警。 

    在这次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图像融合与处理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又

实现了图像融合的过程；并且，我们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人脸检测与识别模型，使得我们对于

深度学习以及人脸识别的原理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了完整的实践经验；加之，我们还采

用了 FPGA 以及相应的外设开发了一个远端的信号接收与报警装置，使得我们对于 FPGA 开

发的实践能力大大提升。  

7.2系统特色与创新 

与传统的人脸识别应用模型不同，本项目需要部署在边缘端的嵌入式系统中，以边缘计

算的方式来实现全方位嫌疑人的检测。首先，在边缘的嵌入式系统中进行处理可以省去数据

传输到终端服务器的过程，其直接在边缘端进行计算与运行，省去了大量的视频数据的相互

传输，消除了传统传输过程中的网络延迟等情况对系统运行速度的影响，从而使得该系统的

实时性更强，延迟更低，速度更快。并且，由于嫌疑人检测会涉及到一些不可外传的机密，

而传统的模型应用在与服务器之间进行信息传输的过程容易遭受恶意攻击与窃取，而边缘系

统中则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加之，所有的边缘数据中心和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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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都位于用户附近，网络中断的可能性非常小，且由于省去了大量视频信息传输的过程，

因此稳定性与可靠性较传统应用相比有了极大的提升。同时该项目致力于解决目前刑侦领域

关于摄像头的痛点问题，完成全景视频的整个捕获能够完全避免由于摄像头死角或者时间差

导致的无法监控问题，这之后在使用边缘计算的方式实施部署人工智能设备进行嫌疑人检测

使得使用效果更加自然化，合理化，切实达到智慧城市的使用目标。 

由于对于视频信息来讲，优秀的实时性与快速的处理速度是一个高性能系统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通过嵌入式平台来加速视频流的处理与人脸检测与识别的模型。 

对于图像拼接方面，我们在选用算法时进行了一定程序的比较，比如典型的特征点提取

算法 SIFT算法和 SURF算法，在算法程序的时间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拼接两张 640*480

的图片而言，采用 SIFT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和拼接需要大概 0.27s的时间，而使用 SURF算法

进行特征提取和拼接需要大概 0.57s的时间。再比如在对于特征点匹配算法的选取时，对于

KNN 算法和 FLANN 算法进行比较，最终发现虽然 FLANN 在速度上优于 KNN，但是 KNN 有着

FLANN无法可比的准确性，最终我们选择了 KNN算法进行实践。为了达到刑侦领域的实时性

要求以及准确性保障，我们尽力调节算法的选择以及参数的选取，确保在保证准确率的同时，

处理效率尽量的高，能够为视频处理的提供充分并且有力的保障。 

对于嫌疑人的检测与识别方面，我们需要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实现，而英特尔的 AI-

BoxX 正是提高的深度学习速度与效率的利器。英特尔的 AI-BoxX 作为一个 CPU+VPU 的硬件

平台的不仅能够很方便地完成嵌入式系统中的一些基本操作，同时其中的 VPU 还能够对于

视频相关的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项目起到极大的加速作用，而本项目正是一个计算机视觉中

的人脸检测与识别项目，对处理速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英特尔的 AI-BoxX便为我们的项

目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为速度与实时性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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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系统不足 

对于图像拼接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光照因素影响下将会存在拼接缝，后

续拟打算使用算法寻找到拼接缝的具体位置，而后使用边界平滑处理来试图消除拼接缝等。

或者在开始拼接的过程之前，就将两幅图像的亮度进行调节，使其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另外本次模型选择的算法可以进一步得到加速，可能在经过未来的学习后，可以试图将

摄像头的信息采集以及图像的拼接过程完全放在硬件端进行实现，会减少由于软件实现带来

的延迟以及效率影响。 

7.4系统展望 

对于我们此次的这个全视安防眼——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而言，只能说是一个完成版本，

离真正能投入到刑侦领域的使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是我们相信，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基

础上，我们一定能创造出更加优异，更具有高效率的安防系统，为国家人民安全、财产安全

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我们有着以下几点关于未来的展望： 

首先它投入应用的背景应该是一些交通路口，能够在交通路口采集 360°全景影像并进

行人工智能的嫌疑人检测分析，那么我们可以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识别到的嫌疑人在

某个车辆内，能够直接反馈该车辆的车牌号，方便直接对嫌疑人的踪迹以及可能的去向进行

分析或者追踪。 

其次该系统目前设置的远程反馈报警是反馈给某一个总控制台，那么在当今物联网的不

断升级之下，是否能够达成不仅提供给某一个总控制台，还能及时提供给附近交通的一些红

绿灯装置，使其调节红绿灯信号完成对嫌疑人车辆的封锁，更进一步可以提供给附近车主让

他们尽量远离可能持枪或者炸弹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帮助警方共同围堵犯罪嫌疑人，使其尽快

落网。 

另外该系统目前可能能够承载的嫌疑人库是有一定限制的，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巨大的

服务器作为支撑，但是一旦嫌疑人库中的嫌疑人增多，那么势必会造成嫌疑人目标检测的匹

配算法必须跟进实时性的改进，这就对计算机芯片的性能提出了巨大的要求，随着量子计算

机的发展，当量子计算机普及时，可以考虑将这种匹配所需要的巨大时间开销交给量子计算

机。当然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嫌疑人库的库容量会越来越小，需要警察

去对付的犯罪人员也越来越少。 

该项目还可迁移应用。比如说应用于某大厦的安保措施，那么可以提供给该装置大厦

内部人员的脸部信息及特征，如果该装置匹配到的是大厦内部人员，则可开启门禁装置，

使其进入，这也非常符合智慧城市的建设。其次可以运用于智慧教室的管理，输入所有学

生的脸部特征，能够由全视角度来智能地检测学生的出勤率等等。 

国家的未来最后将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当然，也有我们来守护，虽然我们迫切的

希望犯罪嫌疑人的数量能够不断趋近于0，但是也会做到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尽力建设并

打造完善一个良好的智能嫌疑人侦测系统，为国家的安全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相信，我们的项目，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都在尽力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因此有着更强的信心和更加完善的理念去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