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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计算的课堂教学智能反馈系统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全球逐渐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几年也逐渐

融入进了各行各业中。在教育行业中，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目前，针对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上对学生情感状态关注度不足，课堂中教学评价粒度较粗，课堂教

学效果难以评估等问题，提出基于学生面部情感以及姿态分析的课堂教学评价方法。通过摄

像头捕获学生在课堂上若干时间点的情感状态、行为姿态样本，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对样本预

测分析：拟采用 VGG16 作为情感分析模型骨干，并引入 PAD 三维情感模型进行情感描述；

拟采用 OpenPose 作为姿态分析模型，互相弥补各自对学生行为识别的不足。将学生情感状态

与姿态预测与分析结果进行决策级融合后作为评价内容标准之一。并结合传统教学评价方法，

实现更加实时、客观的细粒度教学评价，能够辅助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实时掌握学生状态，有

利于整体的课堂教学。为了系统的高实时性以及保护学生个人隐私数据，本系统将利用边缘

计算技术将网络模型部署到边缘设备端，最终能实现高实时性以及数据的高可靠性。 

 

关键词：PAD 三维情感模型，情感分析，姿态检测，边缘计算，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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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FEEDBACK SYSTEM FOR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COMPUT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world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all walks of lif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different vitality. At 

present,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state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the coarser granularit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difficulty of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etc., propose a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student facial emotion and posture analysis. Capture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behavioral 

posture samples of students at certain time points in the classroom through the camera, and use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 to predict and analyze the samples: VGG16 will be used as the backbone of 

the emotional analysis model, and the PAD three-dimensional emotional model will be introduced 

for emotional description; OpenPose will be used As a posture analysis model, they make up for 

each other's lack of recognition of student behavior. The decision-level fusion of the student's 

emotional state and postur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results is used as one of the evaluation content 

standards. And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o achieve more real-time, 

objective and fine-grained teaching evaluation, which can assist teachers to grasp the status of 

students in real time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overall classroom 

teac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real-tim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and protect the private data 

of students, this system will use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to deploy the network model to the 

edge device side, and finally achieve high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high data reliability. 

 

Key words: PAD three-dimensional emotional model, emotion analysis, attitude dete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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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汽车在大量消耗石油燃料的同时,尾气排出的

有害气体还严重地污染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实现能源与环境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摆在

汽车和内燃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环保和能源是发动机工业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目前，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各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现在已制定了

将NOx和PM视为大气污染源的强化法规，如美国加州在1998年生效的一项超低排放汽车法

规规定汽车的NOx+HC排放<2.5g/bph-hr, PM排放<0.05g/bph-hr。为满足严格的排放要求，

研究人员在各个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改进发动机的燃烧系统作为一个重要解决

途径，也取得了一定进展[1]。 

传统汽油机均质混合气,尾气排放污染物主要包括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

氧化碳(CO),可以通过三效催化后处理加以解决,但要达到欧 IV 及其以上标准仍存在较大困

难,且汽油机的热效率低,在中低负荷工作时还有较大的泵气损失。柴油机热效率高,但排气中

的 NOx 和碳烟微粒排放物(PM)却难以折中,使用一种排放物减少的措施,往往导致另一排放

物的增加。由于柴油机总体上富氧燃烧, NOx 的催化处理技术尚未成熟。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燃烧方式都不能解决碳烟和氮氧化物生成的 trade-off 关系,因而很难在这两种燃烧模式下

通过改进燃烧来同时大量降低碳烟和氮氧化物的生成。 

1.1 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说信息技术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创新前沿。2019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到 2035 年，总体

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主要目标有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等，

从而实现更加开放、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的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指出要加

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

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

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

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在 2019 年 9 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了要强化课堂主阵地的作用，切实提高课

堂的教学质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因此，我国的课堂教育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上

也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智慧课堂，极大改变传统教育原有的模式，提供多样化和丰富的学习资

源，丰富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环境，实现多样式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对教育教学领域产生变革

性影响。可见智能化是教育发展的趋势。 

今年战疫期间，助力线上交易、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云服务无处不在；从流动人员健

康监测，到疫情态势研判，大数据应用身手不凡；广泛应用机器人配送、无接触方舱 CT、

红外人体温度快速筛检仪，人工智能崭露头角。而近年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逐渐成



                                             基于边缘计算的课堂教学智能反馈系统 

第 2 页 共 20 页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流发展方向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面部表情是人类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传达情感和意图最直接有效、最自然的方式，人类通过面部的表情来传达自己的情绪。人

脸表情识别又是近年来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其在机器人自动化系统、

教育、人工智能和安全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将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脸情

感识别与课堂教育相结合，符合未来趋势发展，能够让校园课堂教育更加高效地开展。 

传统教学缺乏量化的分析手段，无法及时发现“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

课堂上学生状态的即时评价，对于教师来说不仅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学生在课堂上的状态，对

学生来说也有促进学习作用，这无疑逐渐成为课堂教学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

中，课堂即时评价的作用经常被弱化或忽略，达不到其应有的评价效果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本项目

从该点出发，利用 AI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聚焦人脸表情分析、行为识别与教学目标的深度

融合，实现基于学生上身姿态行为、面部表情识别的学生课堂状态评估，对学生的课堂状态

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方便教师实时掌控课堂学生状态，以此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课堂教育中实时评价不足的现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此外，以往的数据分析处理往往基于云计算，然而随着信息的飞速增长，云计算平台面

正临海量设备信息接入、功耗过高、宽带不够等问题，使得云计算很难实时返回数据，边缘

计算应运而生。另外，云计算具有透明的特点，对于课堂教学这种涉及学生个人隐私的场景

也不太适用，采用边缘计算技术直接在各个教室直接进行端的数据分析处理，不仅保护学生

隐私，更具有速度快，实时性强等优点。因此，建立一套基于边缘计算的课堂教学智能反馈

系统，为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辅助教师能够及时掌握课堂学生的上课状态，及时改进课堂

教学，为打造智能高效的课堂教学环境提供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教学过程是一种信息交往与传播过程，目前的课堂教学评估大多基于学生的面部情感识

别。在国内，陈盛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采用 Gabor 小波变换和 MLP 情绪分类器方法，对线下课堂

上的学生进行不同时间段情感识别，最后通过分析情绪波动曲线得出学生的上课效率，并给

予老师教学建议。但是情感识别的准确率不高，仍有待改进。梁利亭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利用卷积神

经网络对人脸进行特征提取，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人脸特征进行分类，最后结合表情分

类结果建立课堂表情评分机制，最终将评分结果反馈给老师。 

在国外，有关人脸识别和情感分析的技术与国内都是大同小异。特别的，加拿大软件公

司 Nural Logix 已经开发了一种用以检测人隐藏情感的专利技术，叫做透皮光学成像

(Transdermal Optical Imaging)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通过分辨学生表情，并根据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方

式，来自动调整适合的学习内容和环境。它具备了解决个体问题的能力，也使老师能够提供

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模型的精度影响着课堂教学的评估结果，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致力于提高模型的精度。

由于本项目聚焦于面部情绪与人体姿态分析来评估学生的课堂状态，下述的模型调研也主要

基于这两个方面。在表情识别领域，主要有基于面部显著特征的情感分析方法和基于深度学

习的情感分析方法，前者需要训练数据少，情感模型简单，但情感分析过程需要复杂的样本

预处理、特征提取和特征选择过程；后者不需要预先对样本处理，不需要预先设计特征，整

个情感分析过程较简单，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但需要的训练样本更多。在基于特征提取的

情感分析方面，Li 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通过研究中心像素与相邻像素的定量关系，提出了一种多

方向 LBP 编码方式(MDLBP)，识别准确率达到 88.72%。Rubel 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提出一种基于

外观特征描述的自适应鲁棒局部完备模式(ARCLP)，这种模式克服目前局部算子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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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识别准确率达到 94.41%。在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分析方面，谭聪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人以

VGG-16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通过迁移学习、正则化等方法，经过训练后得到 97.97%

的精度。Chen 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提出一种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FENet，在每两层卷积层后加入最

大池化层，最终在 CK+数据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上表情识别准确率达到 99.16%。丁名都
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等提出将 CNN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和 HOG 相结合的双路特征融合的网络，并借助 Dropout 技术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
，最终在 CK+数据集上准确率达到 92.1%。杨旭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对 AlexNet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进行了改进，引入多尺度卷积，使网络更加适用于小尺寸的表情图像，并利用全局平均

池化进行降维，减少过拟合现象，最终在 CK+数据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JAFFE 数据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准确率分别达到 94.25%，93.02%。 

对于人体姿态的检测，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为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其中自顶向下的

人体骨骼关节点定位算法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人体检测和单人人体关节点检测，即首先通过

目标检测算法将每一个人检测出来，然后在检测框的基础上针对单个人做人体骨骼关键点检

测，其中代表性算法有 G-RMI、CFN、RMPE、Mask R-CNN 和 CPN；自底向上的方法也

包含两个部分，关键点检测和关键点聚类，即首先需要将图片中所有的关节点都检测出来，

然后通过关节点的空间信息将所有的关键点聚类成不同的个体，其中对关节点之间关系进行

建模的代表性算法有 PAF、 Associative Embedding、Part Segmentation 和 Mid-Range offsets

等，使用深度学习的思想进行人体关节点的检测已成为当下的热门研究方向，综合考虑了模

型的精度与实时性，本项目拟采用 OpenPose 模型来提取关节点的特征，生成相应的人体关

节点热力度，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实现最终的人体关节点检测。 

对于最终根据模型输出的学生面部情感与姿态特征进行的评分方案目前还没统一定论，

本项目采用数学建模思想，基于 PAD 三维情感模型构建学生课堂投入度公式用于评价学生

课堂状态。 

 

1.3 系统应用前景 

大数据发展的时代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Indota（智慧课

堂）源于欧洲，将现有的教室模式从硬件上进行全面的升级换新，智慧教学、资产管理、环

境智慧调节、远程控制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在逐步的推广运用。智慧教室作为

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给教育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智慧教室是为教学活动提供智慧应用服务的教室空间及其软硬件装备的总和，它是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教室信息化建设的新形态。作为新型的教育

形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基于物联网技术集智慧教学、人员考勤、资产管理、环境智慧调节、

视频监控及远程控制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是推进未来学校建设的有效组成部

分。本项目基于边缘计算的课堂教学智能反馈系统可以非常好地融入进智慧课堂的建设中，

通过边缘计算加人工智能的方法生成完整的学生课堂情况量表，从而辅助教师及时调整课堂

教学内容。 

在中国教育行业 IT 投资区域中，华东、华北、华南等地仍为投资主体，占据着全国 IT

投资区域的前三名。同时，由于政府对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教育的重点扶持以及当地政府

的配套支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政策倾斜，加速促进了这些地区教育行

业 IT 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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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国各地区教育行业 IT 投资结构图 

预计 2023 年智慧教室设备市场规模将超过 8000 亿元。 

2017 年国内城区普教在校生人数（小学和初中）达到 14535.8 万人，城区普教班级数达

到 199.93 万间；录播系统教室总需求达到 432.21 万间。作为智慧教育的关键一环，智能硬

件设备需求越来越火热。根据统计，2017 年智能硬件市场规模超 4000 亿，国内智能硬件设

备市场规模从 2011 年的 22.84 万台增长到 2017 年的 82.4 万台。2018-2023 年智慧教室硬件

设备市场将继续保持 11%的复合增长率，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4741.32 亿元左右，到 2023

年整个市场规模将超过 8000 亿元，达到 8827.38 亿元。 

 

图 1-3 需求预测 

综上所述，本系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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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方案 

 

2.1  系统简介 

基于边缘计算的课堂教学智能反馈系统是应用于课堂环境中对学生课堂学习状态进行

监测并实时反馈的智能教学管理辅助系统。通过面部表情识别与姿态识别技术实现对全体

学生的课堂情感状态、学习行为跟踪记录，并基于收到的数据进行课堂情况的统计分析，

于显示终端呈现学生学习状态的实时变化曲线，为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听课状态以调整教学

内容、授课方法提供有力依据。该系统所获课堂状态记录可上传至校园本地服务器，形成

学生个体和班级整体长期的学习状态成长记录档案，为教师对学生个体进行形成性评价、

个性化辅导提供参考。 

 

图 1 系统组织架构图 

本系统的组织架构如图 1 所示。教室中配备的高清数字摄像头在不同课堂阶段采集学生

的面部表情信息、行为姿态信息等，分别输入到情感预测模型及姿态预测模型中进行推理分

析。各类情感投射到 PAD 三维情感模型中，可计算出学生个体以及班级整体的课堂投入状

态；而对各姿势类别进行分析归类能够反映出当前的课堂参与状态。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投

入度共同构成了课堂教学评估模型的主要分析指标，输出的结果将呈现在教室内的显示终端

上供教师实时查看，同时也可传输至云端及通信接口，以辅助教学管理及学生档案生成。 

 

2.2 系统框图 

本系统由摄像头模块、边缘推理模块和显示模块组成。其中摄像头模块用于课堂教学图

片采集，采集得到的图片流用于后续的模型推理；边缘推理模块核心部件是 AI-Box，用于

图片预测推理以及结果的分析计算，最终输出课堂的评估结果；显示模块用于将边缘推理模

块计算的预测结果可视化，供任课老师查看。具体框图如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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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系统框架图 
 

2.3  技术路线 

本项目关键技术为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实现学生情感与姿态识别用于课堂教学评估于实

时反馈，采用边缘计算实现课室边缘终端实时的数据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可视化，方便教师

及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课堂教学调整，实现更好的教学活动。本项目技术路线如图 2-2 所示： 

 

图 2-2 技术路线图 

（1） 课堂教学评估方案确定：通过调研与文献研究等方法，在项目开展前期对课堂教学评

估进行充分研究分析，最终本项目采用人脸面部情感与姿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课堂教学

评估模型用于评估课堂教学质量，并使用基于 PAD 三维情感模型的情感分析方法更为准确

描述人脸情感。 

（2） 数据集构建：通过摄像头拍照采集、开源数据集搜索等手段获取充分的数据集供神经

网络训练使用。为了使得神经网络有较强的泛化能力，我们在神经网络训练过程中，尽可能

地使用自然环境下的数据集，而并非理想情况下的数据集。 

（3） 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机器学

习方法具有精度高，操作简便等优势。通过对比当前流行的人脸情感分析模型与姿态检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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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构建较优的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模型，并通过实验进行模型的优化。 

（4） 模型部署：本项目采用边缘计算时，将在服务器训练好的网络模型利用 Intel 的

OpenVINO 工具部署到 AI-BOX 上，实现边缘的数据分析，减轻云端压力，并更快捷反馈结

果。 

 

2.4  技术主要特色 

（1）情绪是反映学生课堂学习状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课堂质量不仅取决于学生的认知程

度，还取决于学生的学习状态，因此，学生的情绪可以作为评价课堂效果的一个重要依据。

PAD 三维情感模型将人类的情感与外部表现、外界环境联系起来，为本系统实现学生情绪

与课堂效果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工具。在面部表情方面，与传统的人脸面部情感识别不同，

本系统引入了 PAD 三维情感模型，并通过基本人脸情感在 PAD 上的投影，能够得到愉悦度、

激活度和优势度三维度上的权重，实现面部情感连续化描述。PAD 模型可以作为本系统课

堂效果实时反馈的一个理论基础支撑。 

（2）在行为姿态信息方面，本系统采用人体姿态检测模型将课堂上的学生特定的行为姿态

的识别结果并科学合理地对学生的课堂状态进行评分，实时生成课堂评价报告，以便向教师

更全面、更及时地反馈课堂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专注程度，从而视情况调整教学方案与计划。 

（3）本系统采用边缘计算技术，将系统部署到学校教室本地，让学校自己保留视频数据。

这样能够有效地保护学校学生的个人隐私数据，不会轻易泄露，并减轻云端计算压力。并且

可以在边缘端直接动态识别人脸情感和姿态，实时捕获到课堂上学生的情绪变化和姿态变

化，使得教学反馈更加有针对性与实时性。 

（4）用数学建模思想建立教学评估模型，模型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调研基础上，具有理论支

持，可更加客观准确评判学生课堂状态。利用建好的教学评估模型，对学生课堂面部情感和

姿态进行综合评分，可视化学生上课绩效图。 

 

2.5  软件关键技术实现及其原理 

2.5.1 图像采集与预处理 

图像采集由布置于课室的高清数字摄像头实现。处理器通过串口可实现摄像头变焦、分

辨率调整等操作，以获取清晰视频信号，利用 Python 的 OpenCV 库能够对视频信号的读取

与数字处理。通过读取视频的每一帧，对每帧图像进行畸变还原、分辨率调整等预处理操作，

得到方便后续模型处理的图像。 

2.5.2 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分析模型设计 

本项目将人类的表情分为高兴、愤怒、厌恶、恐惧、悲伤、惊讶及中立七种基本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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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VGG16 作为模型的骨干网络实现情感特征提取。VGG(Visual Geometry Group)是以

Alex-Net 网络为基础改进得到的，其包含 16 层，其中 13 个为卷积层，3 个全连接层，对复

杂函数有很强拟合能力。整个网络只使用 3*3 的卷积核和 2*2 的池化核，网络的大致结构如

图 3-4-2-1 所示: 

  

图 3-4-2-1 VGG16 网络结构图 

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人脸检测，截取每个人脸区域，并进行分辨率调整和人脸矫正操作。

通过网络对截取的人脸进行面部特征提取，然后通过全连接层以及 SoftMax 函数便可回归每

个人脸的情感标签，最终将标签通过 PAD 三维情感模型映射描述情感，PAD 将在 2.6.4 章

节中展开介绍。情感分析流程如图 3-4-2-2 所示： 

 

 

图 3-4-2-2 情感分析流程 

为实验模型效果，在常用开源数据集 CK+和 JAFFE 上进行初步尝试，结果如图 1-4-2-1

所示。可见采用深度学习模型的情感分析方案识别精度比较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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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3 VGG16 网络模型训练效果图 

2.5.3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体姿态识别模型设计 

经过模型的对比，我们决定采用 OpenPose 模型，该模型采用的是自底向上的姿态估计

方法。其主要关结点特征提取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引自论文《Realtime Mutil-Person 2D Pose Estimation  using Part Affinity Fields》） 

 

首先，将待识别图片输入 VGG-19 网络的前 10 层对图片进行处理，得到图片的特征。 

接着，特征通过一个连续的多阶段网络进行处理，网络的每个阶段包含了两个分支；其

中上分支网络擅长识别身体的关节部位（如头、肩膀、胳膊等），得出关节点部位置信图（一

个部位对应一张置信图）。而下分支网络擅长识别肢体部分（如大臂、小臂）即判断 VGG

网络提取出的特征中是否有肢体，得出每个肢体部位的部分亲和域（Part Affinity Fields，下

面简称 PAFS），同理有多少肢体部位就有多少个部分亲和域。PAFS 的提出是该模型的一个

亮点，其关键作用就是可以实现一段躯干两端的快速匹配。 

 

那么，PAFS 主要是利用了如下公式判断两关节点是否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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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用来判断某个点是否落在了两点连接  与  之间的肢体上。若落

在这个肢体上，则其值为  指向  的单位向量，不在这个肢体上则为 0。 

实际程序实现时对  区间进行均匀间隔采样求和来求解近似的积分量。由此可见，若

 的向量方向与  指向  的向量方向一致，则进行积分求和之后就会很大，说

明该位置是一个躯干的可能性就很大。 

有了关节点置信图以及肢体的部分亲和场信息，接下来就是进行最后的人体躯干的连

接。 

 

 

 

用  表示两个关节点置信图中的点连接起来的一个可能的搭配组合。而  则是

通过两关节点之间是否相连计算出的积分结果（公式 xx）。遍历完所有搭配，计算积分和，

最终选择积分和最大的搭配组合。 

接着利用上述步骤重复找出其他支臂。因两个相邻的躯干必定有共享关节点，通过关节

点将所有的躯干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身体骨架了。 

 

2.5.4 课堂教学评估模型设计 

（1）参与状态分析 

为了对学生的课堂学习状态进行量化评价，基于学生课堂行为与教育学、心理学的对应

联系，本项目将系统识别出的课堂姿势转换为可量化的学生课堂参与度进行评价。针对课堂

参与度，本研究定义出两个量化指标：课堂积极度指数和课堂消极度指数。其中，抬头看黑

板、举手、起立回答问题、做笔记、阅读等属于课堂积极行为，而趴桌子、玩手机等属于消

极课堂行为。对于学生个人参与状态评估，将课堂划分为若干个时间间隔，每个时间间隔时

长为 t，计算该学生在 t 时间间隔内进行各种课堂行为的时间 tk，k 为学生课堂姿态种类，进

而算出各课堂姿态在该时间间隔内的占比，将各姿态指标进行加权求和后计算出学生在此微

小时间间隔内的参与度评分。积极行为时间占比越高，参与度评分越高，消极行为时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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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则参与度越低。系统随时间反复识别运算，生成学生个体参与状态实时变化曲线。 

对于课堂整体的参与状态，应用课堂积极度指数公式进行整体参与度计算： 

课堂积极度指数=
n

n
i

i

1
 

课堂消极度指数=
n

n j
j

1  

其中 n 为课堂学生总人数，i、j 分别为该时间节点课堂中存在的课堂积极、消极行为种

数，ni、nj 分别为存在该积极、消极行为的学生人数， i
n

i

1 、
j

1 jn
表示存在积极行为、

消极行为的总人数。通过对课堂各时间节点的课堂积极度指数计算，可得到课堂整体参与状

态实时变化曲线。除此之外，系统还将实施统计各类课堂姿态行为的人数及占比，清晰直观

地反映当前课堂学生参与情况。 

（2）投入状态分析 

学生参与状态高并不代表其情感投入度高，因此对学生课堂状态的判断还应加入对情感

的记录。PAD 三维情感模型可以很好地量化情感空间里的各种具体情绪，作为情感与计算

之间的桥梁，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很强的实际操作型。该模型将情感借由愉悦度

(Pleasure-displeasure)、激活度(Arousel-nonarousal)和优势度(Dominance-submissiveness)这三

个维度来描述。愉悦度表示个体情感状态的正负特性，激活度表示个体的神经生理激活水平，

优势度表示个体对情景和他人的控制状态。通过这三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三维情感坐标轴，

所有的情感都可以用三维情感坐标进行描述，其中，七类基本情感在 PAD 三维情感空间中

的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本表情在 PAD 3D 空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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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AD 三维情感模型进行投影，得到了七类基本情感在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三

个维度上的权重（如表 1 所示）。学生的课堂投入度主要由其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体现，

但在不同形式、不同教学方法的课堂中，三个维度对学生整体课堂投入度的贡献值有所不同，

其系数应根据实际课堂情况而定，因此，投入度公式可以表示为： 

（1） 

其中 Wp、Wa、Wd分别为每种表情在 PAD 三维情感空间中对应维度的权重值，Pi 为每类

情感的概率，k 为情感类别数，  、 、 分别表示学生课堂上的愉悦投

入度、激活投入度和优势投入度，α、β、δ分别为三个维度所占的权重，I 则是综合了三

种投入度来表示学生在课堂中的整体投入度，由此实现了学生外显的面部表情与其内隐的学

习投入状态的转化，可用于对学生学习状态指标的评判。 

Emotion 
   

中性 0 0 0 

高兴 2.77 1.21 1.42 

生气 -1.98 1.1. 0.60 

恐惧 -0.93 1.30 -0.64 

厌恶 -1.80 0.40 0.67 

悲伤 -0.89 0.17 0.70 

惊讶 1.72 1.71 0.22 

  

表 1 七类基本情感在 PAD 情感空间中投影的各维权重值 

 

系统实现框架如图 2 所示，在获取各学生的情感样本后，利用投入度公式计算学生的投

入度情况。综合各时间节点学生的投入度可计算出该学生在课堂中的平均情感状态（均值

1），用于评估学生个体的学习投入状态，进而评价实验教学对个别学生的教学效果；而运用

多名学生的投入度可计算出全体学生的整体情感投入状态（均值 2），用于评估实验课堂教

学的整体效果。其中 ave1、ave2 分别表示均值 1 和均值 2，k 表示学生个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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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图 3 智能教学评价系统实现框架 

 

2.5.5 神经网络的模型边缘部署 

为实现课堂教学情况的实时反馈，减轻云端计算量，采用边缘计算的方法直接在边缘

端进行视频数据的分析。边缘端设备由课室摄像头、AI-BOX 组成。 

我们采用 Intel 开发的 OpenVINO 软件工具套件进行模型的边缘部署。OpenVINO 主要

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实现神经网络模型优化和推理计算加速，支持在边缘启用深度学习推

理。其核心组件包含模型优化器和推理引擎两大部分，模型优化器支持将 Caffe、Tensorflow、

ONNX 等深度学习框架训练的模型转化为 IR 格式，此格式是推理引擎接受的唯一格式，推

理引擎自动选择硬件插件，根据所选硬件的指令集构架，做指令级别的推理计算优化加速

以及对 OpenCV 图像处理库进行指令集优化，提升性能。 

 

图 2-4-4-1 模型部署流程图 

在模型训练完毕后，首先将模型的结构以及权重等信息保存在.h5 文件中，然后将该 h5

文件保存的模型固化为 PB 格式。 

    接着，利用 OpenVINO 工具包提供的模型优化工具，将 Tensorflow 等框架训练并转化

为 PB格式保存的模型进行优化，以便进行模型的部署。经过模型的优化，生成中间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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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格式模型，其包含了一个用于描述网络拓扑结构的.xml 文件和一个包含模型的权重和偏

置值的.bin 文件。 

    最后，在模型部署中加载该 IR 格式模型，并调用推理引擎的核心组件 IECore 和

IENetwork，IECore 支持 CPU、GPU/MYRID 设备，IENetwork 加载后形成一个 Exec_Net

对象，可调用 Infer 方法推断。根据 InferRequest 对象推断请求执行推理计算，将输入数据

规范化以符合模型的要求，获得推理计算结果。 

 

图 2-4-4-2 模型推理流程图 

经过上述步骤便可将我们训练好的模型部署到边缘终端设备，可以实时直接对边缘端

（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第三章 系统测试方案 

 

3.1  系统实物图 

正文内容 

3.1.1 三级标题 

3.1.2 三级标题 

正文内容 

 

3.2  测试数据 

3.2.1  三级数据 

3.2.2 Sh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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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3  结果分析 

3.4  结论总结 

 

 

 

 

 

 

 

 

 

 

 

 

第四章 比赛总结 

4.1  项目系统总结 

4.2  成员比赛心得 

  黄进波：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是人脸情感分析的算法实现、系统界面的搭建以及代码的边缘部署。

首先完成了目前目标检测领域的算法调研与学习，经过对比分析，并利用迁移学习的思想，

采用 YOLOv4-tiny 实现对人脸的高精度检测。然后完了对目前人脸情感分析算法的调研与

原理学习，自主搭建深度学习网络，并将搭好的模型算法用 OpenVINO 工具进行优化加速。

其次搭建了一个人机交互界面，将小组整合好的算法嵌入到界面中，并部署到边缘计算盒上，

最终实现了一套学生课堂状态评估系统，辅助教师评判课堂质量，方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

任务。 

在比赛过程期间，我学习了许多人工智能算法，主要是基于深度学习方面的。对于情感

分析，我确定的思路是先检测人脸，在对各个人脸进行情感分析，这其中涉及的两方面内容

我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算法，更提高了

自己的检索能力。其次，我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不亲自尝试下使用是无

法有所创新与突破的，我的编程能力也在这期间有所提高。竞赛中，我会将学习到的东西进

行记录，以便回顾总结与反思不足，以此夯实自己的基础。最后更加懂得团队协作，良好的

沟通交流，使得项目有条不紊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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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福仁： 

我主要负责的是深度学习算法的研究与模型的部署工作。前期通过文献的调研与阅读，

了解了目前主流的人体姿态检测算法的原理及其各自的特点与应用场景。在与小组成员讨论

之后，确定了适合项目的检测算法并规划了整体的项目开发流程。通过算法的原理以及涉及

到的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后，完成实验方案和算法的创新与应用。最终，将其他小组成员实现

的情感识别算法以及学生专注度分析板块进行整合，将整合后的模型利用 OpenVINO 模型

部署工具包部署到边缘计算盒上，实现一种高效智能且实时的学生专注度分析系统，辅助教

师在课堂上发现学生不专注的行为以及时作出改进。 

在这长达两个多月的比赛期间，经过指导老师的悉心教导以及与队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内学习中未曾懂得的知识。在项目开发前期我对比了两种主流的

人体姿态检测算法：AlphaPose 与 OpenPose，并最终采用了实时性较好的 OpenPose。在确

定好所用模型后，我开始学习利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搭建并训练人体姿态检测模型，

并最终学习利用 OpenVINO 模型部署工具将训练模型转换成更适合在计算有限的边缘计算

盒上运行的网络模型。在实习期间，我不断总结与改正学习方法，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

能力与和提高自己的团队意识。此次实习，让我懂得了一个项目的整体开发流程以及组员之

间的分工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李俊男： 

我主要负责的是基于人体关键点的人体姿态识别以及硬件的部分环境部署。首先在一开

始，由于项目的特殊性，我第一次接触到了 Intel 公司推出的 OpenVINO。它是一种可以加

快高性能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视觉应用开发速度工具套件。所以我在一开始便学习了这个

工具套件的使用。紧接着，在比对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人体关键点检测模型 AlphaPose 和

OpenPose 后，综合硬件考虑，最终选择使用 OpenPose 的关键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课堂学

生某些特定动作的识别。最终与队友的情感分析模型进行整合，利用 OpenVINO 加速推理

整合模型，部署在 AI-BOX 上。 

    在这两个多月的竞赛实习里，我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让我对人工智能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与队友一起，从最初的对 OpenVINO 不熟悉，到现在能够根据例程初步写出自己的

代码，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由于主办方提供了硬件设备的原因，让我能够接

触到 Linux内核系统，也见识到了 Linux系统的魅力。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的代码能力有

所增强。由于 OpenVINO 是近几年出现的东西，在网络上资料非常紧缺，也正因如此，我

的信息检索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我学会了沉下心来仔细阅读英文官方文档。同时，我体会到

了团队合作的魅力。在竞赛实习期间，我更加懂得与队友沟通交流，与指导老师实时保持交

流，这样才不会陷入“死胡同”。总得来说，我觉得在实习期间是能够将专业知识应用于比

赛中，同时自己的能力也是得到了提升的。不管最后比赛成绩如何，我都觉得是收获满满的。 

4.3  未来展望以及建议 

随着各大互联网，信息技术公司发布的战略科技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表明，云到边缘的发展

趋势已经显现，边缘架构将逐步被布局到企业的基础设施架构之中。例如，点对点视频传输、

汽车计算架构等已广泛采用分布式数据架构。边缘计算将原本由中心节点提供的应用或计算

服务分解为若干部分，分配本地节点进行处理。而智能边缘计算则可以嵌入机器学习算法、

深度学习网络，从而来实现在本地进行数据实时化、智能化的分析计算，更好地支持业务地

实时处理与执行，终端的绝大部分数据不再需要在设备与云端之间往返，这无疑是有效地减

少了网络流量地压力，有利于就近实现数据分析并做出反馈，是提升业务执行效率地重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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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技术。可以说，智能边缘计算是一种融合了多种资源的协同计算新模式。 

但是，就目前来看，智能边缘计算还处于发展初期，大规模落地应用有限，主要原因是部

署和管理成本过高。智能边缘计算架构是高度分布式地，可以分散在各地。任何一家企业都

可能拥有数千台设备和数百个网关，这些边缘节点都安装有固件、操作系统、各种形式的虚

拟机和软件，需要由不同的制造商提供管理和维护，更新服务、持续管理、排除故障、维护

网络安全的成本较高。因此智能边缘计算的技术解决方案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设备联网和互

联互通、系统更新、设备可扩展性，以及如何保障新计算框架下网络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的

问题与挑战。对此，本团队提出如下三个发展建议： 

一是推进多方合作，提供端到端的行业解决方案。鼓励硬件、平台、通信、互联网、行业

企业等各方加强合作，共同研制相关标准与协议，推进跨厂商的互联互通，积极寻求“端对

端”的智能边缘计算解决方案，使得边缘计算成为物联网解决方案成功交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加快技术产品的研发工作。加强通信、网关、路由器、人工智能芯片、微应用等边缘

计算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面向具体行业，研发涵盖接入、网络、存储、计算等全环节的边缘

计算解决方案。为了适应现有的边缘部署的扩展，应该逐步增加设备和边缘节点的数量，在

额外的硬件和软件上进行投资研发，实现边缘设备的升级。 

三是加强安全保障。维护边缘层资产的实体和网络安全，针对边缘计算架构，研发涵盖终

端设备、边缘节点、边缘计算服务、云计算中心等各环节的访问控制、数据传输保护机制和

措施，确保边缘计算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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