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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慧眼——基于 77GHz 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的 

智能人体安检仪 

摘要 

 
在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全球治安环境受到不安全因素的影响，给我们的社会治

安带来严峻挑战。机场、大型集会等公共场所通常人员众多且复杂，不法分子可能携带违禁物

品伺机作案，从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现有的安检门系统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基于

电磁感应的安检门无法检测陶瓷刀等非金属物品，基于 X 射线的安检门因电离辐射过高无法

实用，新兴的太赫兹安检门也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本团队基于 Intel 公司 AI-BoxX 和

Cyclone V 等平台设计了一款低成本的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智能安检仪，以满足隐藏物体

检测、智能识别、低成本、无辐射的需求。 
本系统由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高速数据流传输子系统和智能检测子系统组成。 

    成像子系统采用高集成度的调频连续波（FMCW）毫米波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SAR）处

理技术。毫米波（mmWave）频谱中的无线电信号可以穿透烟雾、纺织品、塑料等非金属材料，

实现对隐藏物体的成像。我们搭建了一个双轴步进电机滑轨平台，能够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匀

速扫描，以合成大孔径。毫米波雷达照射目标场景并收集反射信号，最后通过图像重建算法生

成环境成像。 
数据流传输子系统使用 Xilinx ZYNQ SoC 对高速 LVDS 雷达信号进行采集，并通过并口

传输至 Cyclone V SoC，再使用以太网传输至 AI-BoxX，运行图像成像重建算法。经处理并生

成多张二维图像后，使用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和特征金字塔的语义分割算法，对刀具、枪支等

隐藏物体进行识别。如果检测到敏感物体，系统会自动进行报警。本系统的雷达信号处理和深

度神经网络推理计算完全脱机，运行于 AI-BoxX 嵌入式边缘计算设备中，神经网络由

OpenVINA 部署至 AI 加速器中进行加速推理，系统体积和功耗较小，便于安装和部署。 
    相比传统的安检门，电磁慧眼智能人体安检仪在成像时能够穿透衣物、检测隐藏物体，且

不必担心电离辐射的影响。此外，智能人体安检仪能够对微波图像中的物体进行检测、识别和

标记，辅助人工判别，有效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量。 

 

关键词：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语义分割，深度学习，隐藏物体检测，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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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human body security inspection instrument based on 

  77GHz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ABSTRACT 

 
    Behi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global publ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affected by unsafe factors, which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our social security. 
Airports, large-scale gathering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are usually crowded and complicated. 
Criminals may carry prohibited items and wait for opportunities to commit crimes, causing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The existing security gate system cannot fully meet the demand. The security gate 
based on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annot detect non-metallic items such as ceramic knives. The X-
ray-based security gate cannot be practical due to high ionizing radiation. Therefore, our team 
designed a low-cost millimeter-wave radar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smart security checker based 
on Intel’s AI-BoxX and Cyclone V platforms to meet the needs of hidden object detection, smart 
identification, low cost, and no radiation. 
    The imaging subsystem adopts highly integrated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FMCW) 
millimeter wave radar 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processing technology. Radio signals in the 
millimeter wave (mmWave) spectrum can penetrate non-metallic materials such as smoke, textiles, 
and plastics to achieve imaging of hidden objects. We built a dual-axis stepper motor slide platform 
that can scan at a constant speed in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to synthesize large apertures.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illuminates the target scene and collects the reflected signals, and finally 
generates environmental imaging through imag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The data stream transmission subsystem uses Xilinx ZYNQ SoC to collect high-speed LVDS 
radar signals, and transmits them to Cyclone V SoC through the parallel port, and then uses Ethernet 
to transmit to AI-BoxX to run image imaging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After processing and 
generating multiple two-dimensional images, a semantic segment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ul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feature pyramid is used to identify hidden objects such as knives 
and guns. If a sensitive object is detected,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alarm. The radar signal 
processing and deep 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calculation of this system are completely offline and 
run in the AI-BoxX embedded edge computing device. The neural network is deployed from 
OpenVINA to the AI accelerator for accelerated inference. The system size and power consumption 
are small and convenient Installation and deploymen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ecurity gates, the electromagnetic smart eye smart human body 
security device can penetrate clothing and detect hidden objects during imaging 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impact of ionizing radiation. In addition, the intelligent human body security detector can 
detect, identify and mark objects in microwave images, assist manual identification,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workload of security personnel. 

 
Key words: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semantic segmentation, deep 

learning, hidden object detection, security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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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概述 
    电磁慧眼——基于 77GHz 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的智能人体安检仪项目，计划使用毫

米波 SAR 成像技术和深度学习打造一款虚警率低、不涉及用户隐私问题的智能安检门。 
    成像部分采用高集成度 FMCW 毫米波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SAR）处理技术。我们搭建

了一个双轴步进电机滑轨平台，能够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匀速扫描，以合成大孔径。我们在平

台上集成了毫米波雷达，并在目标场景中收集反射信号，最后通过图像重建算法生成环境成像。 
在 AI-BoxX 对雷达信号进行处理并生成多张二维图像后，我们使用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

和特征金字塔的语义分割算法，对敏感的隐蔽物体进行识别，如匕首、剪刀、枪支等。如果检

测到敏感物体，系统会自动进行报警。本项目的雷达信号处理和深度神经网络推理计算完全脱

机，运行于 AI-BoxX 和 FPGA 组成的嵌入式边缘计算设备中，神经网络由 OpenVINA 部署至

AI 加速器中进行加速推理，系统体积和功耗较小，便于安装和部署。 
相比传统的安检门，智能人体安检仪在成像时存在金属物质与非金属物质差异，模糊非金

属部分而锐化金属部分，这样用户不用再担心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此外，智能人体安检仪不

再像传统安检门，存在金属物质即报警，在得到微波图像之后，能够对微波图像中的物体进行

检测、识别和标记，辅助人工判别，有效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量。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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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项背景和意义 
        无论是在外旅行、经过地铁、火车站，亦或是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如博物馆、会展

中心、展览馆等等，入口处都安装了大大小小的自动安检门，进入这些场所必须经过安检

门的扫描。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电磁安检门的原理是：安检门由晶振产生3.5-4.95M的正弦振荡，

由分频器分频为7.6K左右正弦波，经三极管与线圈进行功率放大后输入门板大线圈进行

电磁波发射，由门内1-6区线圈分别进行接收。接收后，将接收到的信号与基准信号进行

了比较，发现变化后，改变采集卡输出电平，CPU对多个区位的采集卡数据进行扫描，判

断金属所在区位并输出显示。 

归根结底，所谓安检门即是一种检测人员有无携带违禁金属物品的探测装置，又称金

属探测门。主要应用在进入人员较复杂的公共场所来检查人身体上隐藏的金属物品，如枪

支，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因为安检门已事先根据金属违禁物品的重量、数量或形状预先

设定好了参数。X光安检机主要是对除人体以外的行李、物品等进行透视性的扫描，从而

来发现隐藏在里的危险物品，借助于输送带将被检查行李送入X射线检查通道而完成检查

的电子设备。 

在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国内治安环境受到如：恐怖份子、极端份子、西方

势力、分裂主义等众多不安因素的影响，给我们的社会治安和公共场合的保卫工作带来严

峻挑战。在这些场所，人员众多且复杂，经常会有不法分子携带刀枪、各类炸弹等违禁物

品伺机行凶作案，从而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

响。近年来多起机场持刀杀人案例以及恐怖分子机场持枪杀人案例不断提示我们，人们迫

切需要一种有效、可靠的人体安检系统。 

 
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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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如图1.2.1所示，这是目前正常的安检门，但是收到的反馈似乎并没有那么良好，设置

安检门本身是为了保证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结合日常的生活体验和知乎群众的心声，目前的安检门这种金属检测方式具有

极高的虚警概率，手机、手表、腰带、耳环等都会引起警报，这不仅经常在生活中给我们

带来一下不方便，甚至会导致我们对它产生质疑，这样的安检门真的能检查到危险物品

吗？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检测方式，让安检门更加智能、更加准确有效呢？ 

  基于以上这些问题，团队提出了一种结合毫米波 SAR 成像和深度学习的新型智能 
安检门设计解决方案，高效、智能地进行安检，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毫米波人体安检

成像仪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可以探测金属，还可以探测非金属、爆炸物等，且具有比

较好的图像对比度和空间分辨能力，可以显示隐匿物的位置和形状，理想效果为图

1.2.3。相比 X 光安检仪，毫米波对人体无害，易被公众接受。 

 

 

 

图1.2.3 
 

金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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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属探测安检门诞生于1960年，步入工业时代最初的金属探测器也主要应用于工矿

业，是检查矿产纯度、提高效益的得力帮手。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上升。1970年
金属探测器被引入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安全检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金属探测安检

门雏形，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对安全的认知已步入一个新纪元。 
一个产品的出现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于是安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行业开始进

入市场。50多年过去了，金属探测器经历了几代探测技术的变革，从最初的信号模拟技术

到连续波技术直到今天所使用的数字脉冲技术，金属探测器简单的磁场切割原理被引入

多种科学技术成果。无论是灵敏度、分辨率、探测精确度还是工作性能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应用领域也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延伸到了多个行业。 
70年代随着航空业迅速发展，劫机和危险事件的发生使航空及机场安全逐渐受到重

视，于是在机场众多设备中金属探测安检门扮演着排查违禁物品的重要角色。同样在70年
代，由于金属探测安检门在机场安检中的崭露头角，大型运动会(如奥运会、亚运会、全

运会)展览会及政府重要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开始启用金属探测安检门作为必不可少的

安检仪器。 
发展到80年代，监狱暴力案件呈直线上升趋势，如何及早有效预防并阻止暴力案件发

生成了监狱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依靠警员对囚犯加强管理的同时，金属探测安检门

再次成为发达国家监狱管理机构必备的安检设备。 
到20世纪末，x射线安检仪也已经问世，被广泛用于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人流密

集场所的行李检测，利用电磁波可穿透非金属物质的特性进行实时成像。借助于传送带将

被检查行李送入履带式通道结束的。行李进入通道后，将阻挡光障信号，检查信号被送至

控制单元，触发射线源发射 X 射线束。一束经过准直器的非常窄的扇形 X 射线束穿透

传送带上的行李物品落到双能量探测器上，高效半导体探测器把接收到的 X 射线变为电

信号，这些很弱的电流信号被直接量化，经过通用串行总线传送到工业控制计算机作进一

步处理，经过凌乱的运算和成像处理后得到高质量的图像。 
到目前为止，受成本、材料和安装环境等多方面制约，安检门普遍使用的还是金属检

测安检门。所以接下来主要调研国内外的金属安检门的一些性能。 
 

（一） 国内研究现状 

下面是国内目前金属安检门的性能： 
探测区域 

根据人体基本结构划分成10个相互重叠的网状探测区域。交互式发射和接收，准确判

定金属的位置，灵敏度高，性能稳定。双侧对射红外扫描，迅速捕捉感应信号，杜绝人体

通过时因感应滞后造成的探测失误，并自动统计通过人数。10个主探测区域具备800级灵

敏程序。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在发现金属物质之后会发出警报声，可通过面板区域上超亮LED灯准确判

断金属物品位置。门体两侧安装LED门柱灯，每排灯有200个灯泡组成，很直观地看到报

警区位，帮助检查人员迅速找到违禁品位置。报警指示：3-20S报警时间、800级灵敏度可

调，门柱两侧均能通过LED立柱灯直接显示报警区位，准确显示人体相应高度藏匿的违禁

物品。 
区域灵敏度 

最高灵敏度可以探测到回形针大小的金属含量物体，可在800级灵敏度之间自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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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探测要求把各区位调节器调到适当的灵敏度，同时可对整体灵敏度进行另外调节。 
工作模式 

系统开机时应具有自检功能，并显示检测结果。开机自动设置频率，两台以上门并排

工作，开机时每台门具有自动设频功能，各台门能设置不同频率，避开相互干扰。 
探测区域内磁感应强度 在探测区域左右边界各方内150mm形成的区域中，任意一点的磁

感应强度都不应超过30μT。 

 

图1.3.1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下面是国外目前金属安检门的性能： 
探测区域 

根据人体基本结构划分成12个相互重叠的网状探测区域。交互式发射和接收，准确判

定金属的位置。消除探测区域内的弱区和盲区，灵敏度更高，性能更稳定。双侧对射红外

扫描，迅速捕捉感应信号，杜绝人体通过时因感应滞后造成的探测失误，并自动统计通过

人数。12个主探测区域具备1000级灵敏程序，可根据实际使用状况预先设定烟草物品的可

能部位及体积、重量、大小进行适当的灵敏度调节。 
报警方式 

拥有多种选择的声光报警方式，便于识别。声光报警，可通过面板区域上超亮LED灯

准确判断金属物品位置；门体四侧安装LED门柱灯，每排灯有240个灯泡组成，很直观地

看到报警区位，帮助检查人员迅速找到违禁品位置。报警指示：1-25S报警时间、1000级
灵敏度可调，门柱四侧均能通过LED立柱灯直接显示报警区位，准确显示人体相应高度藏

匿的违禁物品； 
区域灵敏度 

最高灵敏度可以探测到回形针大小的金属含量物体，可在1000级灵敏度之间自行调

节、可根据探测要求把各区位调节器调到适当的灵敏度，同时可对整体灵敏度进行另外调

节。预先设定金属物品重量、体积、大小、部位、排除钥匙、首饰、拉链、扣子、硬币、

手机等随身物品的误报，可探测到管制刀具和枪支等违禁品。 
工作模式 

系统开机时应具有自检功能，并显示检测结果。开机自动设置频率 两台以上门并排

工作，开机时每台门具有自动设频功能，各台门能设置不同频率，避开相互干扰。 
探测区域内磁感应强度 在探测区域左右边界各方内200mm形成的区域中，任意一点的磁

感应强度都不应超过30μT。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的金属探测门技术原理是一致的，只是国外在一些细节上处

理做了一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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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用前景 
据调查，中国是世界上安检管控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这也使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

的国家之一。 
在安全检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大型用户，如运动会，展会等动辄使用数十台安检门。

近期的十运会就采用了80台左右的安检门，同一场合使用的也达到20台。目前，在国内这

个领域，国外产品占了很大一部分。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还有一定的技术差距。主要

体现在漏报和误报。漏报是因为灵敏度达不到，误报是因为抗干扰能力较差。 
通道式金属探测安检门已不能完全满足安检要求。主要局限于它的工作原理，金属探

测安检门只能检测金属，无法检测炸药、毒品等非金属违禁品，而如果一种基于毫米波SAR

成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新式通道安检门能够被研发问世，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查出被检

查者身上是否携带有枪械、刀、炸药等，将安全防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安检机发展至今，经过研发人员的努力，已经开始应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安检机

的主要应用方式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智能识别安检图片中的违禁物品，研发人员将人

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安检仪上，研发的新型智能安检仪在效率和辐射安全上

有着绝对优势。 
毫米波成像技术很适合用于安检门,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毫米波波长

可以穿透衣物, 获取人体表面信息, 并且当前的收发器芯片工艺水平也足以支撑该波段

反射信号的解析和图像重建；2.这类技术不至于对人体造成类似X射线技术的大量电磁辐

射。目前市面上的毫米波安检门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还存在很大的应用空间。 

 
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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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 

 

2.1 研究内容 
毫米波（mmWave）频谱中的无线电信号可以穿透雨水、烟雾、纺织品、塑料等等非金属

材料，因此，可以采用毫米波雷达对隐藏物体进行成像。另一方面，传统的毫米波雷达系统基

于分立射频和采样器件，系统复杂昂贵、可维护性差，而本项目所使用的基于系统片上互补金

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的调频连续波（FMCW）毫米波雷达成本极低，且产品体积上具有

很大的优势。 
    成像部分采用高集成度 FMCW 毫米波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SAR）处理技术。我们搭建

了一个双轴步进电机滑轨平台，能够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匀速扫描，以合成大孔径。我们在平

台上集成了毫米波雷达，并在目标场景中收集反射信号，最后通过图像重建算法生成环境成像。 
在 AI-BoxX 对雷达信号进行处理并生成多张二维图像后，我们使用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

和特征金字塔的语义分割算法，对敏感的隐蔽物体进行识别，如匕首、剪刀、枪支等。如果检

测到敏感物体，系统会自动进行报警。本项目的雷达信号处理和深度神经网络推理计算完全脱

机，运行于由 AI-BoxX 和 FPGA 组成的嵌入式边缘计算设备中，系统体积和功耗较小，便于

安装和部署。 
以下部分将对雷达信号模型、图像重建算法、样机等内容展开详细介绍。 
 

2.2 FMCW 信号模型 
一个 FMCW 信号，其相位表示为时间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形式如下： 
 

𝑚𝑚(𝑡𝑡) = cos�2𝜋𝜋(𝑓𝑓0𝑡𝑡 + 0.5𝐾𝐾𝑡𝑡2)� , 0 ≤ 𝑡𝑡 ≤ 𝑇𝑇             (1) 
 
其中，𝑓𝑓0为𝑡𝑡 = 0时的载波频率, K = B/T 是由 B 的扫描带宽和 T 的信号持续时间计算得到

的频率斜率，传输信号是从一个点目标𝑚𝑚 (𝑡𝑡 − 𝜏𝜏)反射回接收机天线的,其中𝜏𝜏是往返延迟的回声。

然后将接收到的信号与发射信号的同相位和正交信号混合，产生一个复数中频(IF)信号为 
𝑟𝑟(𝑡𝑡) = 𝛽𝛽𝛽𝛽𝛽𝛽𝛽𝛽�𝑗𝑗2𝜋𝜋(𝑓𝑓0𝜏𝜏 + 𝐾𝐾𝜏𝜏𝑡𝑡 − 0.5𝐾𝐾𝜏𝜏2)�, 0 ≤ 𝑡𝑡 ≤ 𝑇𝑇              (2) 

 
    其中𝐾𝐾𝜏𝜏是携带距离信息的 IF 信号的拍频，𝛽𝛽包括系统中的所有损耗和增益。公式 2 中的

信号相位的最后一项被称为残余视频相位（RVP），本项目实施中暂时忽略其影响。 
    合成孔径成像系统通常在空间平面中进行采样。在本项目中，空间采样通过毫米波雷达的

机械移动扫描来实现。为了重建场景的二维图像，通过在𝛽𝛽𝑥𝑥平面上移动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

得到一个由测量点组成的矩形网格，如图 1 所示。发射和接收天线位置紧密，因此它们可以由

位于它们中心点的单个全双工天线表示。在已建立的(𝛽𝛽,𝑥𝑥, 𝑧𝑧)笛卡尔坐标系中，x 轴、y 轴和 z
轴分别表示水平、垂直和范围方向。毫米波雷达收发机位于特定测量时刻的位置(𝛽𝛽,𝑥𝑥, 0)。目

标上距离成像系统𝑧𝑧0处的一个像素(𝛽𝛽𝑙𝑙 ,𝑥𝑥𝑙𝑙 , 𝑧𝑧0)。假设目标是平面的，并与扫描平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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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成孔径机械扫描示意图 
    为了提高信噪比（SNR），对所收集的宽带信号𝑟𝑟(𝛽𝛽,𝑥𝑥, 𝑡𝑡)进行以下滤波操作： 

𝑠𝑠(𝛽𝛽,𝑥𝑥) = � 𝑟𝑟(𝛽𝛽,𝑥𝑥, 𝑡𝑡) exp(−𝑗𝑗2𝜋𝜋𝐾𝐾𝜏𝜏0𝑡𝑡) 𝑑𝑑𝑡𝑡
𝑇𝑇

0
            (3) 

    其中 Kτ0 是拍频，其对应于𝑧𝑧0距离。因此，如果 2-D 目标以其反射率函数𝑓𝑓(𝛽𝛽𝑙𝑙 ,𝑥𝑥𝑙𝑙)为特

征，则成像算法的主要目的是从测量的返回信号𝑠𝑠(𝛽𝛽,𝑥𝑥)中恢复𝑓𝑓(𝛽𝛽𝑙𝑙 ,𝑥𝑥𝑙𝑙) 
 
 

2.3 合成孔径成像算法 
    在毫米波雷达成像中，雷达信号在平面孔径上照射目标。然后反射信号由接收器在不同的

空间点记录目标，最后利用相干记录的采样数据在数学上形成目标的反射幅度聚焦图像。由于

本项目的目的是验证原型系统在各种场景下对随身携带的隐蔽敏感物体进行检测有效性，所

以我们采用现有的图像重建算法之一。当引物和未引物坐标系在它们重合时区别开来时，图像

重建可以如下进行： 
 

𝑓𝑓(𝛽𝛽,𝑥𝑥) = 𝐹𝐹𝑇𝑇2𝐷𝐷−1�𝐹𝐹𝑇𝑇2𝐷𝐷[𝑠𝑠(𝛽𝛽,𝑥𝑥)]𝛽𝛽−𝑗𝑗𝑘𝑘𝑧𝑧𝑧𝑧0�         (4) 
 

其中𝐹𝐹𝑇𝑇2𝐷𝐷和FT2𝐷𝐷−1分别表示 2-D 正向和反向傅立叶变换操作，根据色散关系将波数 K 分解

为笛卡尔坐标系中的三个分量𝐾𝐾𝛽𝛽、𝐾𝐾𝑥𝑥和𝐾𝐾𝑧𝑧。 
 

𝑘𝑘𝑥𝑥2 + 𝑘𝑘𝑦𝑦2 + 𝑘𝑘𝑧𝑧2 = (2𝑘𝑘)2,𝑘𝑘𝑥𝑥2 + 𝑘𝑘𝑦𝑦2 ≤ (2𝑘𝑘)2           (5) 
 

如果数据𝑠𝑠(𝛽𝛽,𝑥𝑥)在 XY 平面上均匀采样，则可以使用 2-D 快速傅立叶变换（FFT）来获得

𝑆𝑆(𝑘𝑘𝛽𝛽,𝑘𝑘𝑥𝑥) = 𝐹𝐹𝑇𝑇2𝐷𝐷[𝑠𝑠(𝛽𝛽,𝑥𝑥)]的离散版本，其中𝐾𝐾𝛽𝛽和𝐾𝐾𝑥𝑥范围从-2K 到 2K，以满足公式 5 中的可

见区域。 
 
 
 



                         电磁慧眼——基于 77GHz 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的智能人体安检仪 

 15 / 50 
 

算法 1 中总结了图像重建的基本步骤。第 3 步中的二维前向 FFT 作为波前的平面波分解。

第 4 步中的相位因子将波前从孔径向目标位置反向传播。第 5 步中的二维逆 FFT 将频域转换

为空间域以构造最终图像数据。 
 

算法 1 图像重建 

1：在二维平面孔径上采集宽带信号𝑟𝑟(𝛽𝛽,𝑥𝑥, 𝑡𝑡) 

2：进行滤波以提高信噪比并获得二维信号𝑠𝑠(𝛽𝛽,𝑥𝑥) 

3：计算𝑠𝑠(𝛽𝛽,𝑥𝑥)的二维前向 FFT 

4：用𝛽𝛽−𝑗𝑗𝑘𝑘𝑧𝑧𝑧𝑧0乘以𝑆𝑆(𝑘𝑘𝛽𝛽,𝑘𝑘𝑥𝑥) 

5：执行𝑆𝑆(𝑘𝑘𝛽𝛽,𝑘𝑘𝑥𝑥)𝛽𝛽−𝑗𝑗𝑘𝑘𝑧𝑧𝑧𝑧0的二维逆 FFT 

6：计算幅值并得到图像数据 

 
 

2.4 合成孔径系统参数 
    在我们的原型成像系统中，目标的反射信号在衍射屏上离散采样。为了保证无混叠，测量

点之间的空间间隔应满足奈奎斯特准则。通常，空间采样间隔是根据最坏的情况来选择的。但

是，空间采样间隔可以比最坏情况更大，在保持图像质量的同时，由奈奎斯特准则调制。奈奎

斯特采样约束取决于孔径大小(Dx, Dy)、目标尺寸(Dt)和目标距离(z0)，可以为两个轴定义为： 

 
dx≤

λ�(Dx+Dt)2 4⁄ +z0
2

2(Dx+Dt)

dy≤
λ��Dy+Dt�

2 4� +z0
2

2�Dy+Dt�

  

其中，λ = 2π/k 为波长。对于最坏的情况，即目标非常接近孔径，Z0=0，采样间隔必须

满足𝑑𝑑𝑥𝑥 = 𝑑𝑑𝑦𝑦 ≤ 𝜆𝜆/4 。 
另一个设计参数是指定所需的图像分辨率。重构图像的分辨率也由相同的几何参

数(Dx, Dy, z0)以及波长(λ)决定。水平和垂直分辨率分别如下： 

𝛿𝛿𝑥𝑥 ≈
𝜆𝜆𝑧𝑧0
2𝐷𝐷𝑥𝑥

, 𝛿𝛿𝑦𝑦 ≈
𝜆𝜆𝑧𝑧0
2𝐷𝐷𝑦𝑦

 

 

 

2.5 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样机 
目前搭建的成像子系统原型机包括一个毫米波雷达、数据采集板和一个定制的两轴步进

电机滑轨系统。雷达采用高集成度的德州仪器 IWR1843 毫米波传感器、数据采集板采用 Xilinx 
ZYNQ SoC 和 Intel Cyclone V SoC 器件开发。IWR1843 毫米波雷达有 4 根 Rx 天线和 3 根 Tx
天线，可以发射并接收带宽 4GHz 的 FMCW 信号，支持从 77 GHz 到 81 GHz 的频率范围，通

过 LVDS 高速差分串行接口将四路雷达中频信号 ADC 数据输出，送入 ZYNQ 进行信号的解

串同步和 CRC 校验等处理，通过并口传输至 Intel Cyclone V SoC，并通过以太网进行流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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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输。 
我们设计的二维扫描平台如下图所示，滑台可以沿 x 轴和 y 轴匀速运动。雷达器件安装

在水平轨道上，通过水平轨道实现等效的二维扫描。最大扫描范围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是 40
厘米。 

 

                       图 2 毫米波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样机 
 

 
                       图 3 毫米波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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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毫米波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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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式 ADC 数据传输子系统 

 

3.1 FPGA LVDS 串行信号解串同步 
    德州仪器官方提供的数据采集板卡并不支持流式传输，这给系统的连续成像和数据处理

带来不便，因此，我们绘制并制造了用于转接 LVDS 高速串行接口的 PCB 板，并将其与 Xilinx 
ZYNQ SoC 和 Intel Cyclone V SoC 进行连接，使用 Verilog 和 C 编写了数据透传的逻辑代码。

数据流通过LVDS->32位并口->以太网的链路流式传输至AI-BoX，充分发挥SoC平台的优势。 
    IWR1843 EVM 电路板提供了 Samtec 60pin 高密度连接器，我们绘制并制造了一个三座转

接 PCB 板，将 FPGA 板卡和 IWR1843 EVM 电路板按系统框图所示进行连接，并将阻抗控制

在 50 欧姆左右以实现 LVDS 阻抗匹配。电路 PCB 设计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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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程序使用 Verilog编写，其主要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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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linx ZYNQ SoC 的四路 LVDS 解串电路的 Block Design 设计图如下： 

 

 

 

 

 

 

 

 

 

 

 

 

 

 

 

 

 

 

 

 

 

 

 

 

 

 

 

 

 

3.2 以太网数据传输 
四路雷达 ADC 中频采样数据经 Xilinx ZYNQ SoC 解串同步后得到，使用 1 时钟线+32 数

据线的 32 位低速并行总线传输给 Intel Cyclone V SoC，FPGA 逻辑在捕获并行总线上的数据

后，通过 DMA 控制器将数据打包发送到 ARM 处理器侧，ARM 处理器上以裸机方式运行 LwIP
协议栈，最终通过 UDP 协议将数据分包从以太网发送至 AI-BoxX。 
    最终硬件系统由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和 FPGA 高速流式数据传输子系统组成。 
    毫米波雷达合成孔径成像子系统由 IWR1843 高集成度毫米波传感器和两轴步进电机滑台

和步进电机控制器组成，步进电机受控做匀速运动扫描合成孔径，雷达则以 20ms 每帧的速率

发送并接收 FMCW 信号。 

    FPGA 高速流式数据传输子系统先将数据通过 LVDS 串行总线发送至 ZYNQ SoC，再通过

并行总线发送至 Intel Cyclone V SoC，最后通过以太网 UDP 发送至 AI-BoxX 计算平台，进行

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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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oxX 上运行雷达信号处理算法和智能目标检测软件，生成雷达成像图，检测扫描结果

中的敏感物品，并通过图形界面（GUI）和屏幕显示结果。同时 AI-BoxX 也负责配置毫米波雷

达前端以及控制步进电机。 
 
系统架构图如下所示： 

显示器
AI-BoxX计算机

IWR1843毫米波前端

X轴
电机

Y轴
电

机

步进电机
控制器

LVDS信号接口板

Intel Cyclone V
ARM+FPGA

LVDS

以太网

Serial

 
 

 

流式 ADC 数据传输子系统的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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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 YOLO 的目标检测 
 
AI-BoxX 上的运行雷达信号处理算法，得到 SAR 图像后，运行目标检测和语义分割算法

对危险目标进行检测和标记。 
YOLO（You Only Look Once）是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对象识别和定位算法，其最大

的特点是运行速度很快，可以用于实时系统。 
输入一张图片，要求输出其中所包含的对象，以及每个对象的位置（包含该对象的矩形框），

如图 4-1。 

 

图 4-1  YOLO 实现目标检测 
对象识别和定位，可以看成两个任务：找到图片中某个存在对象的区域，然后识别出该区

域中具体是哪个对象。对象识别这件事（一张图片仅包含一个对象，且基本占据图片的整个范

围），最近几年基于 CNN 卷积神经网络的各种方法已经能达到不错的效果了。所以主要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对象在哪里。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遍历图片中所有可能的位置，地毯式搜索不同大小，不同宽高比，不

同位置的每个区域，逐一检测其中是否存在某个对象，挑选其中概率最大的结果作为输出。显

然这种方法效率太低。 
YOLO 创造性地将候选区和对象识别这两个阶段合二为一，看一眼图片（不用看两眼哦）

就能知道有哪些对象以及它们的位置。实际上，YOLO 并没有真正去掉候选区，而是采用了预

定义的候选区（准确说应该是预测区，并不是 Faster RCNN 所采用的 Anchor）。也就是将图片

划分为 7*7=49 个网格（grid），每个网格允许预测出 2 个边框（bounding box，包含某个对象

的矩形框），总共 49*2=98 个 bounding box。可以理解为 98 个候选区，它们很粗略的覆盖了

图片的整个区域。 

4.1 YOLO 结构 
 去掉候选区这个步骤以后，YOLO 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单纯的卷积、池化最后加了两

层全连接。最大的差异是最后输出层用线性函数做激活函数，因为需要预测 bounding box 的位

置（数值型），而不仅仅是对象的概率。YOLO 网络结构由 24 个卷积层与 2 个全连接层构成，

网络入口为 448x448(v2 为 416x416)，图片进入网络先经过 resize，网络的输出结果为一个张

量，维度为： 
𝑆𝑆 ∗ 𝑆𝑆 ∗ (𝐵𝐵 ∗ 5 + 𝐶𝐶) 

 其中，S 为划分网格数，B 为每个网格负责的边框个数，C 为类别个数。每个小格会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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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个边界框，边界框的宽高范围为全图，表示以该小格为中心寻找物体的边界框位置。每个边

界框对应一个分值，代表该处是否有物体及定位准确度： 𝑃𝑃(𝑜𝑜𝑜𝑜𝑗𝑗𝛽𝛽𝑜𝑜𝑡𝑡) ∗ 𝐼𝐼𝑜𝑜𝐼𝐼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𝑡𝑡𝑝𝑝𝑡𝑡𝑡𝑡ℎ，每个小格会

对应 C 个概率值，找出最大概率对应的类别 P(Class|object)，并认为小格中包含该物体或者该

物体的一部分。 

4.2 输入和输出 

 
图 4-2  YOLO 输入与输出关系映射图 

 
 输入就是原始图像，唯一的要求是缩放到 448*448 的大小。主要是因为 YOLO 的网络中，

卷积层最后接了两个全连接层，全连接层是要求固定大小的向量作为输入，所以倒推回去也就

要求原始图像有固定的尺寸。那么 YOLO 设计的尺寸就是 448*448。 
 输出是一个 7*7*30 的张量（tensor）。输入图像被划分为 7*7 的网格（grid），输出张量

中的 7*7 就对应着输入图像的 7*7 网格。或者我们把 7*7*30 的张量看作 49 个 30 维的向

量，也就是输入图像中的每个网格对应输出一个 30 维的向量。参考上图，比如输入图像左上

角的网格对应到输出张量中左上角的向量。 
 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仅仅网格内的信息被映射到一个 30 维向量。经过神经网络对输入

图像信息的提取和变换，网格周边的信息也会被识别和整理，最后编码到那个 30 维向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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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YOLO 网格向量包含的具体信息 

4.3 YOLO 训练样本 

 
图 4-4  YOLO 网络训练样本信息 

作为监督学习，我们需要先构造好训练样本，才能让模型从中学习。对于一张输入图片，

其对应输出的 7*7*30 张量（也就是监督学习所说的标签 label）应该填写什么数据呢?首先，

输出的 7*7 维度对应于输入的 7*7 网格。然后具体看下 30 维向量的填写。 
① 20 个对象分类的概率 
对于输入图像中的每个对象，先找到其中心点。比如图中的自行车，其中心点在黄色圆点

位置，中心点落在黄色网格内，所以这个黄色网格对应的 30 维向量中，自行车的概率是 1，
其它对象的概率是 0。所有其它 48 个网格的 30 维向量中，该自行车的概率都是 0。这就是所

谓的"中心点所在的网格对预测该对象负责"。狗和汽车的分类概率也是同样的方法填写。 
② 2 个 bounding box 的位置 
训练样本的 bounding box 位置应该填写对象实际的 bounding box，但一个对象对应了 2 个

bounding box 参数，应该把实际的 bounding box 填在哪一个里面？上面讨论过，需要根据网络

输出的 bounding box 与对象实际 bounding box 的 IOU 来选择，所以要在训练过程中动态决定

到底填哪一个 bounding box。参考下面第③点。 
③ 2 个 bounding box 的置信度 
上面讨论过置信度公式：     

𝐶𝐶𝑜𝑜𝑜𝑜𝑓𝑓𝑜𝑜𝑑𝑑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𝛽𝛽 = Pr(𝑂𝑂𝑜𝑜𝑗𝑗𝛽𝛽𝑜𝑜𝑡𝑡) ∗ 𝐼𝐼𝑂𝑂𝐼𝐼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𝑡𝑡𝑝𝑝𝑡𝑡𝑡𝑡ℎ 
𝐼𝐼𝑂𝑂𝐼𝐼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𝑡𝑡𝑝𝑝𝑡𝑡𝑡𝑡ℎ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就是用网络输出的 2 个 bounding box 与对象真实 bounding 

box 一起计算出 IOU。然后看 2 个 bounding box 的 IOU，哪个比较大（更接近实际的 bounding 
box），就由哪个 bounding box 来负责预测该对象是否存在，即该 bounding box 的𝑃𝑃𝑟𝑟(𝑂𝑂𝑜𝑜𝑗𝑗𝛽𝛽𝑜𝑜𝑡𝑡) =
1，同时把对象真实的 bounding box 参数填入到这个 bounding box 位置向量处。另一个不负责

预测的 bounding box 的𝑃𝑃𝑟𝑟(𝑂𝑂𝑜𝑜𝑗𝑗𝛽𝛽𝑜𝑜𝑡𝑡) = 0。 
    总的来说就是，与对象实际 bounding box 最接近的那个 bounding box，其 𝐶𝐶𝑜𝑜𝑜𝑜𝑓𝑓𝑜𝑜𝑑𝑑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𝛽𝛽 =
𝐼𝐼𝑂𝑂𝐼𝐼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𝑡𝑡𝑝𝑝𝑡𝑡𝑡𝑡ℎ，该网格的其它 bounding box 的𝐶𝐶𝑜𝑜𝑜𝑜𝑓𝑓𝑜𝑜𝑑𝑑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𝛽𝛽 = 0。 

举个例子，比如上图中自行车的中心点位于 4 行 3 列网格中，所以输出 tensor 中 4 行 3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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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 30 维向量如下图所示。 

 
图 4-5  YOLO 30 维向量 

4 行 3 列网格位置有一辆自行车，它的中心点在这个网格内，把自行车的实际边框参数填

入样本标签向量中的 bounding box1 位置。注意，图中将自行车实际边框参数放在 bounding 
box1，但实际上是在训练过程中，等网络输出以后，比较两个 bounding box1 和 bounding box2
与自行车实际 bounding box 的 IOU，发现输出的 bounding box1 与实际边框的 IOU 最大，所以

把自行车的实际 bounding box 参数放置在图中 bounding box1 位置，且该 bounding box1 的置

信度设为 1，bounding box2 正常存入，同时置信度置 0. 

4.4 YOLO 损失函数 
损失就是网络实际输出值与样本标签值之间的偏差。 
（我们输出 预测边框坐标 1 和 预测边框坐标 2，然后计算与实际对象边框的 IOU，最大

的那个预测边框对应的位置处，把样本标签对应的位置填入实际对象边框） 
  损失函数的设计目标就是让坐标（x,y,w,h）8 维，confidence 2 维，classification 20 维这

个三个方面达到很好的平衡。简单的全部采用了 sum-squared error loss 来做这件事会有以下不

足：  
(a)  8 维的 localization error 和 20 维的 classification error 同等重要显然是不合理的。  
(b) 如果一些格子中没有 object（一幅图中这种格子很多），那么就会将这些栅格子中的

bounding box 的 confidence 置为 0，相比于较少数量的有 object 的格子，这些不包含物体的格

子对梯度更新的贡献会远大于包含物体的格子对梯度更新的贡献，这会导致网络不稳定甚至

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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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YOLO 损失函数推导 
  对不同大小的 bbox 预测中，相比于大 bbox 预测偏一点，小 box 预测偏相同的尺寸对

IOU 的影响更大。而 sum-square error loss 中对同样的偏移 loss 是一样。 为了缓和这个问题，

将 box 的 width 和 height 取平方根代替原本的 height 和 width。 

4.5 训练 
 YOLO 先使用 ImageNet 数据集对前 20 层卷积网络进行预训练，然后使用完整的网络，

在 PASCAL VOC 数据集上进行对象识别和定位的训练和预测。YOLO 的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4-7  YOLO 训练网络结构 

 YOLO 的最后一层采用线性激活函数，其它层都是 Leaky ReLU。训练中采用了 drop out
和数据增强（data augmentation）来防止过拟合。 

4.6 预测 
训练好的 YOLO 网络，输入一张图片，将输出一个 7*7*30 的张量（tensor）来表示图片

中所有网格包含的对象（概率）以及该对象可能的 2 个位置（bounding box）和置信度。YOLO
采用 NMS（Non-maximal suppression，非极大值抑制）算法，从中提取出最有可能的那些对象

和位置。 

4.7 NMS（非极大值抑制） 
 NMS 其核心思想是：选择得分最高的作为输出，与该输出重叠的去掉，不断重复这一过

程直到所有备选处理完。YOLO 的 NMS 计算方法如下。 
网络输出的 7*7*30 的张量，在每一个网格中，对象 位于第 j 个 bounding box 的得分： 

𝑆𝑆𝑜𝑜𝑜𝑜𝑟𝑟𝛽𝛽𝑖𝑖𝑗𝑗 = 𝑃𝑃(𝐶𝐶𝑖𝑖|𝑂𝑂𝑜𝑜𝑗𝑗𝛽𝛽𝑜𝑜𝑡𝑡) ∗ 𝐶𝐶𝑜𝑜𝑜𝑜𝑓𝑓𝑜𝑜𝑓𝑓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𝛽𝛽 
它代表着某个对象𝐶𝐶𝑖𝑖存在于第 j 个 bounding box 的可能性。每个网格有：20 个对象的概率

*2 个 bounding box 的置信度，共 40 个得分（候选对象）。49 个网格共 1960 个得分。对每种对

象分别进行 NMS，那么每种对象有 1960/20=98 个得分。 
NMS 步骤如下： 
（1）设置一个 Score 的阈值，低于该阈值的候选对象排除掉（将该 Score 设为 0） 

 （2）遍历每一个对象类别 
 （2.1）遍历该对象的 98 个得分 
  （2.1.1）找到 Score 最大的那个对象及其 bounding box，添加到输出列表 
  （2.1.2）对每个 Score 不为 0 的候选对象，计算其与上面 2.1.1 输出对象的 b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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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的 IOU 
  （2.1.3）根据预先设置的 IOU 阈值，所有高于该阈值（重叠度较高）的候选对象排除

掉（将 Score 设为 0） 
  （2.1.4）如果所有 bounding box 要么在输出列表中，要么 Score=0，则该对象类别的

NMS 完成，返回步骤 2 处理下一种对象 
 （3）输出列表即为预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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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于 Faster-R-CNN 的目标检测 
 
Faster RCNN 已经将特征抽取(feature extraction)，proposal 提取，bounding box regression(rect 

refine)，classification 都整合在了一个网络中，使得综合性能有较大提高，在检测速度方面尤

为明显。Faster RCNN 其实可以分为 4 个主要内容： 
1.Conv layers。作为一种 CNN 网络目标检测方法，Faster RCNN 首先使用一组基础的

conv+relu+pooling 层提取 image 的 feature maps。该 feature maps 被共享用于后续 RPN 层和全

连接层。 
2.Region Proposal Networks。RPN 网络用于生成 region proposals。该层通过 softmax 判断

anchors 属于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再利用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修正 anchors 获得精确的

proposals。 
3.Roi Pooling。该层收集输入的 feature maps 和 proposals，综合这些信息后提取 proposal 

feature maps，送入后续全连接层判定目标类别。 
4.Classification。利用 proposal feature maps 计算 proposal 的类别，同时再次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获得检测框最终的精确位置。 

5.1 卷积层（Conv layers） 
Conv layers 包含了 conv，pooling，relu 三种层。以 python 版本中的 VGG16 模型中的

faster_rcnn_test.pt 的网络结构为例，如图 2，Conv layers 部分共有 13 个 conv 层，13 个 relu 层，

4 个 pooling 层。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又无比重要的信息，在 Conv layers 中： 
所有的 conv 层都是：kernel_size=3，pad=1，stride=1 
所有的 pooling 层都是：kernel_size=2，pad=0，stride=2 
在 Faster RCNN Conv layers 中对所有的卷积都做了扩边处理（ pad=1，即填充一圈 0），

导致原图变为 (M+2)*(N+2)大小，再做 3*3 卷积后输出 M*N 。正是这种设置，导致 Conv layers
中的 conv 层不改变输入和输出矩阵大小。如图 5-1： 

图 5-1 卷积示意图 

类似的是，Conv layers 中的 pooling 层 kernel_size=2，stride=2。这样每个经过 pooling 层

的 MxN 矩阵，都会变为(M/2)*(N/2)大小。综上所述，在整个 Conv layers 中，conv 和 relu 层

不改变输入输出大小，只有 pooling 层使输出长宽都变为输入的 1/2。 
那么，一个 MxN 大小的矩阵经过 Conv layers 固定变为(M/16)x(N/16)！这样 Conv layers

生成的 feature map 中都可以和原图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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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egion Proposal Networks(RPN) 
经典的检测方法生成检测框都非常耗时，如 OpenCV adaboost 使用滑动窗口+图像金字塔

生成检测框；或如 R-CNN 使用 SS(Selective Search)方法生成检测框。而 Faster RCNN 则抛弃

了传统的滑动窗口和 SS 方法，直接使用 RPN 生成检测框，这也是 Faster R-CNN 的巨大优势，

能极大提升检测框的生成速度。 

图 5-2  RPN 网络结构 

图 5-2 展示了 RPN 网络的具体结构。可以看到 RPN 网络实际分为 2 条线，上面一条通过

softmax 分类 anchors 获得 positive 和 negative 分类，下面一条用于计算对于 anchors 的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偏移量，以获得精确的 proposal。而最后的 Proposal 层则负责综合 positive anchors
和对应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偏移量获取 proposals，同时剔除太小和超出边界的 proposals。
其实整个网络到了 Proposal Layer 这里，就完成了相当于目标定位的功能。 

5.2.1 多通道图像卷积基础知识介绍 

对于单通道图像+单卷积核做卷积，第 5.1 节中的图 5-1 已经展示了。对于多通道图像+多
卷积核做卷积，计算方式如下： 

图 5-3 多通道卷积计算方式 

如图 5，输入有 3 个通道，同时有 2 个卷积核。对于每个卷积核，先在输入 3 个通道分别

作卷积，再将 3 个通道结果加起来得到卷积输出。所以对于某个卷积层，无论输入图像有多少

个通道，输出图像通道数总是等于卷积核数量！ 

对多通道图像做 1x1 卷积，其实就是将输入图像于每个通道乘以卷积系数后加在一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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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把原图像中本来各个独立的通道“联通”在了一起。 

5.2.2 anchors 

提 到 RPN 网 络 ， 就 不 能 不 说 anchors 。 所 谓 anchors ， 实 际 上 就 是 一 组 由

rpn/generate_anchors.py 生成的矩形。直接运行作者 demo 中的 generate_anchors.py 可以得到以

下输出： 
[[ -84.  -40.   99.   55.] 
 [-176.  -88.  191.  103.] 
 [-360. -184.  375.  199.] 
 [ -56.  -56.   71.   71.] 
 [-120. -120.  135.  135.] 
 [-248. -248.  263.  263.] 
 [ -36.  -80.   51.   95.] 
 [ -80. -168.   95.  183.] 
 [-168. -344.  183.  359.]] 

其中每行的 4 个值 表矩形左上和右下角点坐标。9 个矩形共有 3 种形状，长宽比为大约

为 三种，如图 5-4。实际上通过 anchors 就引入了检测中常用到的多尺度方法。 

 
图 5-4  anchors 示意图 

注：关于上面的 anchors size，其实是根据检测图像设置的。在 python demo 中，会把任意

大小的输入图像 reshape 成 800x600（即图 2 中的 M=800，N=600）。再回头来看 anchors 的大

小，anchors 中长宽 1:2 中最大为 352x704，长宽 2:1 中最大 736x384，基本是 cover 了 800x600
的各个尺度和形状。 

那么这 9 个 anchors 是做什么的呢？借用 Faster RCNN 论文中的原图，如图 7，遍历 Conv 
layers 计算获得的 feature maps，为每一个点都配备这 9 种 anchors 作为初始的检测框。这样做

获得检测框很不准确，不用担心，后面还有 2 次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可以修正检测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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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修正框位置 

这里使用的是 ZF model 中，其 Conv Layers 中最后的 conv5 层 num_output=256，对应生

成 256 张特征图，所以相当于 feature map 每个点都是 256-dimensions 
1.在 conv5 之后，做了 rpn_conv/3x3 卷积且 num_output=256，相当于每个点又融合了周围

3x3 的空间信息（猜测这样做也许更鲁棒？反正我没测试），同时 256-d 不变（如图 4 和图 7 中

的红框） 
2.假设在 conv5 feature map 中每个点上有 k 个 anchor（默认 k=9），而每个 anhcor 要分

positive 和 negative，所以每个点由 256d feature 转化为 cls=2k scores；而每个 anchor 都有(x, y, 
w, h)对应 4 个偏移量，所以 reg=4k coordinates 

3.补充一点，全部 anchors 拿去训练太多了，训练程序会在合适的 anchors 中随机选取 128
个 postive anchors+128 个 negative anchors 进行训练（什么是合适的 anchors 下文 5.1 有解释） 

4.注意，在本文讲解中使用的 VGG conv5 num_output=512，所以是 512d，其他类似。 
其实 RPN 最终就是在原图尺度上，设置了密密麻麻的候选 Anchor。然后用 cnn 去判断

哪些 Anchor 是里面有目标的 positive anchor，哪些是没目标的 negative anchor。 

图

5-6 Gernerate Anc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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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softmax 判定 positive 与 negative 

一副 MxN 大小的矩阵送入 Faster RCNN 网络后，到 RPN 网络变为(M/16)x(N/16)，不妨

设 W=M/16，H=N/16。在进入 reshape 与 softmax 之前，先做了 1x1 卷积，如图 5-7： 

图 5-7  RPN 中判定 positive/negative 网络结构 

该 1x1 卷积的 caffe prototxt 定义如下： 
layer { 
  name: "rpn_cls_score" 
  type: "Convolution" 
  bottom: "rpn/output" 
  top: "rpn_cls_score" 
  convolution_param { 
    num_output: 18   # 2(positive/negative) * 9(anchors) 
    kernel_size: 1 pad: 0 stride: 1 
  } 
} 

可以看到其 num_output=18，也就是经过该卷积的输出图像为 WxHx18 大小（注意第二章

开头提到的卷积计算方式）。这也就刚好对应了 feature maps 每一个点都有 9 个 anchors，同时

每个 anchors 又有可能是 positive 和 negative，所有这些信息都保存 WxHx(9*2)大小的矩阵。

为何这样做？后面接 softmax 分类获得 positive anchors，也就相当于初步提取了检测目标候选

区域 box（一般认为目标在 positive anchors 中）。 
那么为何要在 softmax 前后都接一个 reshape layer？其实只是为了便于 softmax 分类，至

于具体原因这就要从 caffe 的实现形式说起了。在 caffe 基本数据结构 blob 中以如下形式保存

数据： 
blob=[batch_size, channel，height，width] 

对应至上面的保存 positive/negative anchors 的矩阵，其在 caffe blob 中的存储形式为[1, 2x9, 
H, W]。而在 softmax 分类时需要进行 positive/negative 二分类，所以 reshape layer 会将其变为

[1, 2, 9xH, W]大小，即单独“腾空”出来一个维度以便 softmax 分类，之后再 reshape 回复原

状。贴一段 caffe softmax_loss_layer.cpp 的 reshape 函数的解释，非常精辟： 
"Number of labels must match number of predictions; " 
"e.g., if softmax axis == 1 and prediction shape is (N, C, H, W), " 
"label count (number of labels) must be N*H*W, " 
"with integer values in {0, 1, ..., C-1}."; 
综上所述，RPN 网络中利用 anchors 和 softmax 初步提取出 positive anchors 作为候选区域

（另外也有实现用 sigmoid 代替 softmax，输出[1, 1, 9xH, W]后接 sigmoid 进行 positive/negative
二分类，原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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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原理 

如图 9 所示绿色框为飞机的 Ground Truth(GT)，红色为提取的 positive anchors，即便红色

的框被分类器识别为飞机，但是由于红色的框定位不准，这张图相当于没有正确的检测出飞机。

所以我们希望采用一种方法对红色的框进行微调，使得 positive anchors 和 GT 更加接近。 

 

图 5-8 窗口检测 

对于窗口一般使用四维向量 (𝛽𝛽,𝑥𝑥,𝑤𝑤,ℎ) 表示，分别表示窗口的中心点坐标和宽高。对于图

5-8，红色的框 A 代表原始的 positive Anchors，绿色的框 G 代表目标的 GT，我们的目标是寻

找一种关系，使得输入原始的 anchor A经过映射得到一个跟真实窗口G更接近的回归窗口G'，
即： 

 给定 anchor  𝐴𝐴 = (𝐴𝐴𝑥𝑥,𝐴𝐴𝑦𝑦 ,𝐴𝐴𝑤𝑤,𝐴𝐴ℎ) 和𝐺𝐺𝑇𝑇 = (𝐺𝐺𝑥𝑥,𝐺𝐺𝑦𝑦,𝐺𝐺𝑤𝑤,𝐺𝐺ℎ) 
 寻找一种变换 F，使得：𝐹𝐹�𝐴𝐴𝑥𝑥,𝐴𝐴𝑦𝑦,𝐴𝐴𝑤𝑤,𝐴𝐴ℎ� = (𝐺𝐺𝑥𝑥′ ,𝐺𝐺𝑦𝑦′ ,𝐺𝐺𝑤𝑤′ ,𝐺𝐺ℎ′ ), 其中，(𝐺𝐺𝑥𝑥′ ,𝐺𝐺𝑦𝑦′ ,𝐺𝐺𝑤𝑤′ ,𝐺𝐺ℎ′ ) ≈

(𝐺𝐺𝑥𝑥,𝐺𝐺𝑦𝑦 ,𝐺𝐺𝑤𝑤,𝐺𝐺ℎ) 

 
图 5-9 变换 F 示意图 

那么经过何种变换 F 才能从图 10 中的 anchor A 变为 G'呢？ 比较简单的思路就是: 
 先做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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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缩放 

 

观察上面 4 个公式发现，需要学习的是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  这四个变换。当输入

的 anchor A 与 GT 相差较小时，可以认为这种变换是一种线性变换， 那么就可以用线性回归

来建模对窗口进行微调（注意，只有当 anchors A 和 GT 比较接近时，才能使用线性回归模型，

否则就是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线性回归得 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 了。线性回归就是给

定输入的特征向量 X, 学习一组参数 W, 使得经过线性回归后的值跟真实值 Y 非常接近，即

𝑌𝑌 = 𝑊𝑊𝑊𝑊。对于该问题，输入 X 是 cnn feature map，定义为𝛷𝛷；同时还有训练传入 A 与 GT 之

间的变换量，即(𝑡𝑡𝑥𝑥 , 𝑡𝑡𝑦𝑦 , 𝑡𝑡𝑤𝑤, 𝑡𝑡ℎ)。输出是 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四个变换。那么目标函数可

以表示为： 

 
其中  ∅(𝐴𝐴)是对应 anchor 的 feature map 组成的特征向量， 𝑊𝑊∗是需要学习的参数，  𝑑𝑑∗(𝐴𝐴)

是得到的预测值（*表示 x，y，w，h，也就是每一个变换对应一个上述目标函数）。为了让预

测值 𝑑𝑑∗(𝐴𝐴) 与真实值  𝑡𝑡∗差距最小，设计 L1 损失函数： 

 
函数优化目标为： 

 

为了方便描述，这里以 L1 损失为例介绍，而真实情况中一般使用 soomth-L1 损失。 
需要说明，只有在 GT 与需要回归框位置比较接近时，才可近似认为上述线性变换成立。 

说完原理，对应于 Faster RCNN 原文，positive anchor 与 ground truth 之间的平移量(𝑡𝑡𝑥𝑥 , 𝑡𝑡𝑦𝑦) 与
尺度因子(𝑡𝑡𝑤𝑤, 𝑡𝑡ℎ)  如下： 

 

对于训练 bouding box regression 网络回归分支，输入是 cnn feature 𝛷𝛷，监督信号是 Anchor
与 GT 的差距 (𝑡𝑡𝑥𝑥, 𝑡𝑡𝑦𝑦 , 𝑡𝑡𝑤𝑤, 𝑡𝑡ℎ , )，即训练目标是：输入Φ的情况下使网络输出与监督信号尽可能

接近。那么当 bouding box regression 工作时，再输入Φ时，回归网络分支的输出就是每个 Anchor
的平移量和变换尺度 (𝑡𝑡𝑥𝑥, 𝑡𝑡𝑦𝑦 , 𝑡𝑡𝑤𝑤 , 𝑡𝑡ℎ, )，显然即可用来修正 Anchor 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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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对 proposals 进行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在了解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后，再回头来看 RPN 网络第二条线路，如图 5-10。 

图 5-10  RPN 中的 bbox reg 
先来看一看上图 11 中 1x1 卷积的 caffe prototxt 定义： 
layer { 
  name: "rpn_bbox_pred" 
  type: "Convolution" 
  bottom: "rpn/output" 
  top: "rpn_bbox_pred" 
  convolution_param { 
    num_output: 36   # 4 * 9(anchors) 
    kernel_size: 1 pad: 0 stride: 1 
  } 
} 

可以看到其 num_output=36，即经过该卷积输出图像为 W*H*36，在 caffe blob 存储为[1, 
4x9, H, W]，这里相当于 feature maps 每个点都有 9 个 anchors，每个 anchors 又都有 4 个用于

回归的 

 
变换量。 
回到图 8，VGG 输出 50*38*512 的特征，对应设置 50*38*k 个 anchors，而 RPN 输出： 

 大小为 50*38*2k 的 positive/negative softmax 分类特征矩阵 
 大小为 50*38*k4 的 regression 坐标回归特征矩阵 

恰好满足 RPN 完成 positive/negative 分类+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坐标回归。 

5.2.6 Proposal Layer 

Proposal Layer 负责综合所有 [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 变换量和 positive anchors，计算

出精准的 proposal，送入后续 RoI Pooling Layer。还是先来看看 Proposal Layer 的 caffe prototxt
定义： 

layer { 
  name: 'proposal' 
  type: 'Python' 
  bottom: 'rpn_cls_prob_reshape' 
  bottom: 'rpn_bbox_pred' 
  bottom: 'im_info' 
  top: 'rois' 
  python_param { 
    module: 'rpn.proposal_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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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 'ProposalLayer' 
    param_str: "'feat_stride': 16" 
  } 
} 

Proposal Layer 有 3 个输入：positive vs negative anchors 分类器结果 rpn_cls_prob_reshape，
对应的 bbox reg 的 [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 变换量 rpn_bbox_pred，以及 im_info；另外还

有参数 feat_stride=16，这和图 4 是对应的。 
首先解释 im_info。对于一副任意大小 PxQ 图像，传入 Faster RCNN 前首先 reshape 到固

定 M*N，im_info=[M, N, scale_factor]则保存了此次缩放的所有信息。然后经过 Conv Layers，
经过 4 次 pooling 变为 WxH=(M/16)*(N/16)大小，其中 feature_stride=16 则保存了该信息，用

于计算 anchor 偏移量。 

图 5-11  Proposal Layer forward 处理流图 

Proposal Layer forward（caffe layer 的前传函数）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处理： 
1.生成 anchors，利用 [𝑑𝑑𝑥𝑥(𝐴𝐴),𝑑𝑑𝑦𝑦(𝐴𝐴),𝑑𝑑𝑤𝑤(𝐴𝐴),𝑑𝑑ℎ(𝐴𝐴)] 对所有的 anchors 做 bbox regression 回

归（这里的 anchors 生成和训练时完全一致） 
2.按照输入的 positive softmax scores由大到小排序 anchors，提取前 pre_nms_topN(e.g. 6000)

个 anchors，即提取修正位置后的 positive anchors 
3.限定超出图像边界的 positive anchors 为图像边界，防止后续 roi pooling 时 proposal 超出

图像边界 
4.剔除尺寸非常小的 positive anchors 
5.对剩余的 positive anchors 进行 NMS（nonmaximum suppression） 
6.Proposal Layer有3个输入：positive和negative anchors分类器结果 rpn_cls_prob_reshape，

对应的 bbox reg 的(e.g. 300)结果作为 proposal 输出 
之后输出 proposal=[x1, y1, x2, y2]，注意，由于在第三步中将 anchors 映射回原图判断是

否超出边界，所以这里输出的 proposal 是对应 MxN 输入图像尺度的，这点在后续网络中有用。

另外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检测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后续部分应该属于识别了。 
RPN 网络结构就介绍到这里，总结起来就是： 

生成 anchors -> softmax 分类器提取 positvie anchors -> bbox reg 回归 positive anchors -> Proposal 
Layer 生成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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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RoI pooling 
而 RoI Pooling 层则负责收集 proposal，并计算出 proposal feature maps，送入后续网络。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 Rol pooling 层有 2 个输入： 
 原始的 feature maps 
 RPN 输出的 proposal boxes（大小各不相同） 

5.3.1 RoI Pooling 原理 

先来看一个问题：对于传统的 CNN（如 AlexNet 和 VGG），当网络训练好后输入的图像

尺寸必须是固定值，同时网络输出也是固定大小的 vector or matrix。如果输入图像大小不定，

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麻烦。有 2 种解决办法： 
 从图像中 crop 一部分传入网络 
 将图像 warp 成需要的大小后传入网络 

图 5-12  crop 与 warp 破坏图像原有结构信息 

两种办法的示意图如图 5-12, 可以看到无论采取那种办法都不好，要么 crop 后破坏了图

像的完整结构，要么 warp 破坏了图像原始形状信息。 

5.3.2 RoI Pooling 原理 

分析之前先来看看 RoI Pooling Layer 的 caffe prototxt 的定义： 
layer { 
  name: "roi_pool5" 
  type: "ROIPooling" 
  bottom: "conv5_3" 
  bottom: "rois" 
  top: "pool5" 
  roi_pooling_param { 
    pooled_w: 7 
    pooled_h: 7 
    spatial_scale: 0.0625 # 1/16 
  } 
} 

其中有新参数 pooled_w 和 pooled_h，另外一个参数 spatial_scale 认真阅读的读者肯定已

经知道知道用途。RoI Pooling layer forward 过程： 
由于 proposal 是对应 M*N 尺度的，所以首先使用 spatial_scale 参数将其映射回

(M/16)x(N/16)大小的 feature map 尺度； 
再将每个 proposal 对应的 feature map 区域水平分为 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𝑝𝑝𝛽𝛽𝑑𝑑_𝑤𝑤 × 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𝑝𝑝𝛽𝛽𝑑𝑑_ℎ 的网格； 
对网格的每一份都进行 max pooling 处理。 
这样处理后，即使大小不同的 proposal 输出结果都是  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𝑝𝑝𝛽𝛽𝑑𝑑_𝑤𝑤 × 𝛽𝛽𝑜𝑜𝑜𝑜𝑝𝑝𝛽𝛽𝑑𝑑_ℎ  固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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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固定长度输出。 

图 5-13  proposal 示意图 

5.4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部分利用已经获得的 proposal feature maps，通过 full connect 层与 softmax 计

算每个 proposal 具体属于那个类别（如人，车，电视等），输出 cls_prob 概率向量；同时再次

利用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获得每个 proposal 的位置偏移量 bbox_pred，用于回归更加精确的

目标检测框。Classification 部分网络结构如图 5-14。 

图 5-14  Classification 部分网络结构图 

从 RoI Pooling 获取到 7x7=49 大小的 proposal feature maps 后，送入后续网络，可以看到

做了如下 2 件事： 
1.通过全连接和 softmax 对 proposals 进行分类，这实际上已经是识别的范畴了 
2.再次对 proposals 进行 bounding box regression，获取更高精度的 rect box 

这里来看看全连接层 InnerProduct layers，简单的示意图如图 5-15， 

 
图 5-15 全连接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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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W 和 bias B 都是预先训练好的，即大小是固定的，当然输入 X 和输出 Y 也就是固定

大小。所以，这也就印证了之前 Roi Pooling 的必要性。到这里，我想其他内容已经很容易理

解，不在赘述了。 

5.5 Faster RCNN 训练 
Faster R-CNN 的训练，是在已经训练好的 model（如 VGG_CNN_M_1024，VGG，ZF）的

基础上继续进行训练。实际中训练过程分为 6 个步骤： 
在已经训练好的 model 上，训练 RPN 网络，对应 stage1_rpn_train.pt 
利用步骤 1 中训练好的 RPN 网络，收集 proposals，对应 rpn_test.pt 
第一次训练 Fast RCNN 网络，对应 stage1_fast_rcnn_train.pt 
第二训练 RPN 网络，对应 stage2_rpn_train.pt 
再次利用步骤 4 中训练好的 RPN 网络，收集 proposals，对应 rpn_test.pt 
第二次训练 Fast RCNN 网络，对应 stage2_fast_rcnn_train.pt 
可以看到训练过程类似于一种“迭代”的过程，不过只循环了 2 次。至于只循环了 2 次的

原因是应为作者提到："A similar alternating training can be run for more iterations, but we have 
observed negligible improvements"，即循环更多次没有提升了。接下来本章以上述 6 个步骤讲

解训练过程。 
下面是一张训练过程流程图，应该更加清晰： 

 

图 5-16 训练过程流程图 

 

5.5.1 训练 RPN 网络 

在该步骤中，首先读取 RBG 提供的预训练好的 model（本文使用 VGG），开始迭代训练。

来看看 stage1_rpn_train.pt 网络结构，如图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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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stage1_rpn_train.pt（考虑图片大小，Conv Layers 中所有的层都画在一起了，如红圈

所示，后续图都如此处理） 

与检测网络类似的是，依然使用 Conv Layers 提取 feature maps。整个网络使用的 Loss 如
下： 

 
上述公式中 𝑜𝑜 表示 anchors index， 𝑃𝑃𝑖𝑖表示 positive softmax probability，𝑃𝑃𝑖𝑖∗代表对应的 GT 

predict 概率（即当第 i 个 anchor 与 GT 间 IoU>0.7，认为是该 anchor 是 positive，𝑃𝑃𝑖𝑖∗ = 1；反之

IoU<0.3 时，认为是该 anchor 是 negative，𝑃𝑃𝑖𝑖∗ = 0；至于那些 0.3<IoU<0.7 的 anchor 则不参与

训练）；𝑡𝑡代表 predict bounding box，𝑡𝑡∗代表对应 positive anchor 对应的 GT box。可以看到，整

个 Loss 分为 2 部分： 
1.cls loss，即 rpn_cls_loss 层计算的 softmax loss，用于分类 anchors 为 positive 与 negative

的网络训练 
2.reg loss，即 rpn_loss_bbox 层计算的 soomth L1 loss，用于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网络训

练。注意在该 loss 中乘了𝑃𝑃𝑖𝑖∗ ，相当于只关心 positive anchors 的回归（其实在回归中也完全没

必要去关心 negative）。 

5.5.2 通过训练好的 RPN 网络收集 proposals 

在该步骤中，利用之前的 RPN 网络，获取 proposal rois，同时获取 positive softmax probability，
如图 20，然后将获取的信息保存在 python pickle 文件中。该网络本质上和检测中的 RPN 网络

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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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rpn_test.pt 

 
 

5.5.3 训练 Faster RCNN 网络 

读取之前保存的 pickle 文件，获取 proposals 与 positive probability。从 data 层输入网络。

然后： 
1. 将提取的 proposals 作为 rois 传入网络，如图 21 蓝框 
2.计算 bbox_inside_weights+bbox_outside_weights，作用与 RPN 一样，传入 soomth_L1_loss 

layer，如图 5-19 绿框 
这样就可以训练最后的识别 softmax 与最终的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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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stage1_fast_rcnn_trai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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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AI-BoxX 开发流程 

6.1 模型转换流程 

6.1.1 ONNX 模型 

优化用于推理（或模型评分）的机器学习模型非常困难， 因为需要调整模型和推理库，

充分利用硬件功能。 如果想要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云/Edge、CPU/GPU 等）上获得最佳性能， 
实现起来会异常困难，因为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 如果模型来自需要在各种平台

上运行的多种框架，会极大增加复杂性。 优化框架和硬件的所有不同组合非常耗时。 这就需

要一种解决方案， 在首选框架中训练一次后能在云或 Edge 上的任意位置运行。 此时 ONNX 
便派上了用场。 

ONNX 运行时是一种用于将 ONNX 模型部署到生产环境的高性能推理引擎。 它针对云

和 Edge 进行了优化，适用于 Linux、Windows 和 Mac。 它使用 C++ 编写，还包含 C、Python、
C#、Java 和 Javascript (Node.js) API， 可在各种环境中使用。 ONNX 运行时同时支持 DNN 
和传统 ML 模型， 并与不同硬件上的加速器（例如，NVIDIA GPU 上的 TensorRT、 Intel 处
理器上的 OpenVINO、Windows 上的 DirectML 等）集成。 通过使用 ONNX 运行时，可以

从大量的生产级优化、 测试和不断改进中受益。 

6.1.2 ONNX 模型转化 

PyTorch 支持将模型直接转化为 ONNX 模型， 我们只需要将训练好的模型载入后再输出

为 ONNX 模型即可。 

6.1.3 OpenVINO 

OpenVINO 工具包(ToolKit)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组件，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和推断

引擎(Inference Engine)。 

6.1.4 模型优化器 

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将给定的模型转化为标准的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IR) ，并对模型优化。 

6.1.5 推断引擎 

推断引擎(Inference Engine)支持硬件指令集层面的深度学习模型加速运行，同时对传统的

OpenCV 图像处理库也进行了指令集优化，有显著的性能与速度提升。 

6.1.6 OpenVINO 模型转化 

可以使用 OpenVINO 官方的转换脚本将 ONNX 模型直接转换为 OpenVINO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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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图像处理流程 
图像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采集设备得到单通道图片。 
2.转换成普通图片保存。 
3.使用 YOLOv5 的 OpenVINO 模型处理，得到若干候选框。 
4.使用非极大化抑制筛选候选框并最终得到𝑁𝑁个框， 每个框用一个六元组表示，前四个变

量表示框位置， 第五个表示分类置信度，第六个表示分类类别。 

 
使用 OpenVINO 处理时，需要激活 OpenVINO 的特定环境， 以便载入推理核心（IECore），

并载入模型进行推理， 推理结果是若干候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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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测试结果 

7.1 危险物品检测：钳子 
将一把铁钳安装于塑料盒内，雷达安检系统可以对其正确成像并自动识别。 
 

 

 

检测和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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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危险物品检测：铁棍 
将一跟铁棍放置于系统前，雷达安检系统可以对其正确成像并自动识别。 
 

 

 

检测和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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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团队简介 

 

8.1 成员介绍 
    王禹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7 级本科生，擅长软硬件系统开发，

有丰富的工程经验。熟悉 Python、C、MATLAB、Verilog 等编程语言；

熟悉 PCB 板绘制和加工流程；熟悉数字信号处理、机器学习方向的

一些算法；高中曾获 NOIP 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陕西省一等奖；项目

《77GHz 毫米波雷达手势识别系统》获 2017 年度国创结题校第一名、

挑战杯陕西省一等奖；2019 年全国电赛 C 题获陕西省一等奖；ACM
获陕西省铜奖；2018 年星火杯科技竞赛校特等奖。 
 
 
 
 

王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2017 级卓越班， 擅长嵌入

式 C 编程和 FPGA 的 verilog 编程。熟悉 Python，Java 等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有机器学习经历，对 AI 有深入了解。曾获 2019 年国创结题

第一名，2019 年挑战杯省一等奖，2018 数学竞赛陕西省一等奖，2018
年星火杯科技竞赛校特等奖。 

 
 
 
 
 
 
詹荣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2018 级本科 

生。大一学年，综合评测成绩前 30%，主干课成绩前 15%。熟悉 
Web 前端、文档排版等技术，学习过数字电路设计以及计算机、人 
工智能领域的简单算法，可以熟练使用 Python 合作开发完备的小型 
项目，具备一定项目管理能力，学习过一定的项目开发版本管理技 
巧（gitflow）。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一 
等奖（省一）及陕西高校第十二次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二等奖（省 
二）。参加过海棠七号书院雏鹰计划重点项目（利用顺序学习的方式 
解决人脸年龄估计问题，负责核心算法实现）和互联网+项目（识别视频中的暴力行为，负责

GUI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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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收获和体会 
 

    经历了为期三个月的Intel杯嵌入式系统设计竞赛，我们一路走来有太多想说的，从一开

始的想法初现，到器件选型和调研，再到后期熟悉了诸多先进技术，并能够将其运用到工程

中、解决工程问题、按预期完成项目，我们感到了十足的成就感。 

    在这三个月里，我们收获的是技术上的学习，从雷达原理、数字信号处理，到深度学

习、FPGA技术，再到PCB绘制、打板、结构设计，这些是课本中学不到的、或者说很难学到

的。同时，我们收获了工程上的经验，一次次的画板、打样、焊接、调试，过程当中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寻求帮助、找寻问题、逐个解决，从中收获了宝贵的工程经验

和调试方法。 

    同时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指导老师：王新怀老师和徐茵老师，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

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其在工程研发中的丰富经验都使我们受益匪浅。老师们在作品的研

究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设备，良好的工作环境，且给予了我们悉心的指导。我们取得

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老师们的教诲和点拨。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专业特长，并尝试从侧重解决工程问题转移到侧重理论研究上

来，发扬创新精神，不断砥砺前行，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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