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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慧眼”——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平台的疫情防控

系统 

 

摘要 

 
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各国采取了各种政策减少人群的聚集和寻找潜在的感染者。本项目

设计了一个用于公共场合疫情防控的系统，通过使用计算机视觉的方法，系统可以对未带口

罩、未保持社交距离以及人流密度过大进行提醒和预警。其使用可移动机器人加监控的组合

方式进行图像的获取，利用 Intel 高能效嵌入式平台进行部署，通过机器人平台移动和避障

变换检测对象，并对检测结果产生反馈：将潜在高风险的图像传送至疫情防控人员处，从而

减少疫情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疫情防控系统 多视角的组合视觉检测 嵌入式平台部署 高风险区域主动侦察 风险

提醒与预警 高度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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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EYE: A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COMPUTER VISION 

AND ROBOT PLATFORM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dopted a 

variety of policies to reduce crowding and to identify potential infected persons. Public places are 
often high-risk areas for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nd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dopting 
appropriate methods to detect temperature, check masks, control distance, and control crowd densit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This project has designed a system for public 
outbrea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at uses computer vision to provide alerts and warnings for 
unmasked, congregate people, and high crowd density. The system uses a combination of mobile 
robotics and monitor for image acquisition, deployed on an Intel energy-efficient embedded 
platform, shifting detection objects by moving and avoiding using LIDAR.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ject are: the manual inspection can be eliminate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use of multiple detection algorithms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the system is highly 
modularized; the risk alert from information  panels; and a wide range of deployment scenarios. It 
is hoped that the knowledge learned can be applied in practice, using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viruses as much as possible, create a safe public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society. 

 

Key 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Multi-view combined visual detection, 

Deployment of embedded platforms, Risk alert and early warning, Highly 

mod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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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背景 

1.1 疫情背景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对全球各国都造成了重大冲击，我国最先受到影响，却又是最快基

本摆脱不利影响的国家。全面地控制了新冠肺炎在13亿人口大国的扩散，当然我们尤其是湖

北省的人民都做出了重大牺牲。一系列的防控举措例如戴口罩、测体温等在理论和实践中都

证明了其在组织病毒传播过程中的重大意义，看似简单的一个举措如果每个人都坚持下来，

往往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也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举措的实施，离不开每位公民的落实，

更离不开如保安等工作者的负责和监督。虽然疫情即将过去，但是我们必须保持紧张的状态，

防止疫情的复发。因此用机器人去替代人力，可以减少很多岗位的感染风险。 

1.2 国内外发展现状 

从国内相关新闻报导看，和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杀机器人、和病人接触运送物资的机器人，

很多都已经在实际中应用，很多已经出口到国外且被广泛使用。目前可以查到相关的有专门

进行测温的机器人，但该类机器人大多凭借昂贵的热感仪，使用传统检测方法，相对成本较

高。也好多成品搭载例如5G等先进技术，但是可能不适合作为大范围部署的方案，也会受到

当下信号覆盖范围等问题的影响。 

1.3 立项意义 

当我们从举措的落实者的视角转换到举措监督者的视角就会发现该项目存在的一部分

价值和意义，该项目将会极大减少监督人群戴口罩、测体温相关岗位的感染风险。科技的产

生和进步本质是为了造福人，相关先进技术低成本地应用到现实不仅能降低疫情防控的难

度，还可以减轻人力成本，降低疫情中高风险行业的患病可能。从全社会的角度，该项目将

会为公共场合的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为大众营造安全的环境。 

该项目可以对已有方案进行系统性地集成，做出降低成本的设计。针对已有的机器人防

疫方案，本小组认为其实现过于单一，没有形成疫情防控的系统，因而可以采取多种监测手

段结合的方式，例如机器人结合监控的设计；同时已有方案可以在巡逻的针对性上有所改进，

例如通过监控图像，有针对性的针对人流密集区域进行口罩的检测；最后，在交互性上可以

有所提升，一方面是与公众的交互，另一方面是将有潜在风险的图像传送至疫情防控人员。 

1.4 应用前景 

该系统可以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充分地应用，并且针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预警。可以广泛

应用到例如车站、餐厅甚至医院。该系统的设计在非疫情期间，还可以进行功能的转变，只

需要更改在视觉模块运行的模型，即可实现不同的预警功能。例如，针对潜在的校园暴力行

为进行识别，并产生预警。 

 

 

 

 

 

 

 图 1-1：医院保持距离排队 图 1-2：餐厅保持距离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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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项目设计方案 

2.1 研究开发内容 

设计一套公共场合疫情防控系统，用于判断并预警潜在的传播风险。系统的输入由可

以灵活移动的机器人摄像头与视频监控组成，三条视频用于检测口罩、体温、人流密度以

及社交距离保持情况，并对潜在的高风险做出提醒或预警。从而降低公共场合病毒传播的

可能，为公众营造安全的公共环境。 

2.2 系统架构 

总体的框架如下图所示： 

 

 

 

 
 
 
 
 
 
 
 
 
 
 

 

该系统主要由交互系统，移动小车、监控以及计算中心组成。其中监控通过 USB有线

连接的方式将视频流传送至计算中心处，移动小车将自身的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流通过无

线图传的方式发送到计算中心。计算中心对收到的视频流进行处理，由于视角和距离的限

制，来自移动小车的数据用于人群的口罩检测；来自监控的视频流可以同时进行社交距离

和口罩检测（对角度和距离有要求）。 

检测结果将作为提醒和预警的依据，交互方式分为移动小车对未带口罩和社交距离过

近进行近距离的提醒，计算中心将相关图片发送至有关人员。 

视觉模块由一颗 RGB 摄像头组成，并连接到小车的主控单元上（树莓派 4B），并通过

RTSP协议发送视频流至计算中心。 

具体到机器人的移动平台，机器人的移动平台采用搭载有 ARM 处理器的树莓派作为主

控，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对环境进行探测获取信息，用于空间二维平面的构建，通过超声

波测距模块测量多角度距离，进而通过主板控制电机驱动平台进行移动，通过摄像头模块

采集图像，作为我们系统的视频来源之一，另外根据需求，配置有红外模块，用于距离较

近时的紧急制动。平台的主要结构如下图： 

 

 

图 2-1：系统主要架构图 

移动平台 

云端监控 

计算平台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疫情防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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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移动小车平台架构 

2.3 主要特色 

系统的主要特色可以从实现的功能的新颖性上进行总结，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多视角

的预警、多种检测算法综合判断风险、系统模块化强、移动平台自动巡视、风险预警的提

醒面板。 

2.3.1 多种检测算法综合判断风险 

移动小车的摄像头数据和监控的数据将作为系统输入的多条视频流，计算单元将融合

三种检测算法（人体、人脸、口罩）判断风险并决定是否发出预警。移动小车的两条视频

流将用于口罩检测，监控的视频流可同时选择两种算法检测口罩和社交距离。 

2.3.2 系统模块化强 

考虑到疫情对线下合作的影响，我们将系统进行划分便于分工，同时也增强了系统的

模块化程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设计难度。系统由移动小车模块、计算中心以及风险预警

的提醒面板组成。移动小车由一颗 RGB 摄像头、树莓派以及 LIDAR 组成，官方提供的主机

作为计算中心，风险面板用来显示风险信息，供防疫人员参考。 

2.3.3 移动平台高灵活性 

平台移动时有两个状态供切换，分别是自主巡逻和沿边界巡查。前者针对无聚集情况

下，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群进行随机检查；沿边界巡逻的模式用于狭窄的通道等区域。平台

也搭载了超声波、红外等传感器来应对特殊情形下的紧急停车。小车还通过摄像头判断视

线内是否有人，如果没有将切换至低功耗待机模式，延长续航时间。 

2.3.4 风险预警的提醒面板 

软件平台使用 Qt进行开发，实现了监控画面实时显示、检测结果可视化等功能。能够

实现将检测到的潜在风险图像实时保存到云端或者本地数据库中。 

2.4 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将从算法选择和模型训练、模型在视觉模块上的部署、移动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以及其他具体细节等多个方面分别展开。 

2.4.1 算法选择和模型训练 

需要实现的功能：口罩检测、行人社交安全距离检测。 

行人社交安全距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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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同样使用轻量化的 YOLOv3 模型实现监控画面中的行人检测，并使用 DeepSort

算法实现基本的行人追踪。然后，利用这些边界框计算向量化表示的两两 L2范数，用于进

行社交距离较近的人的聚类。该算法能够实时监测人群中密集区域并及时发出警报。 

 
 
 
 
 
 
 
 
 
 
 
 
 
 

行人检测模块我们使用了 INRIA Person Dataset（INRIA行人数据集），该数据集是目

前使用最多的静态行人检测数据集，提供原始图片及相应的标注文件。训练集有正样本 614

张（包含 2416个行人），负样本 1218张；测试集有正样本 288张（包含 1126个行人），负

样本 453张[1]。检测算法使用了轻量化的 YOLOv3 模型，YOLO算法的提出是一阶（one-stage）

目标检测方法的经典算法，作者使用图像分块的方法，对不同图像区域分布进行全连接预

测，将目标检测的定位问题，重新定义成了坐标值的回归问题，并使得每个预测框都同时

具有全局和局部特征，实现了真正端到端的训练。并且 YOLO算法的实验结果也非常好，在

VOC、COCO 等数据集上不仅比 R-CNN 算法和 DPM 算法更快（45 FPS），而且目标定位的 mAP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目前迭代达到的 v3 版本在 DarkNet 的基础上加入了残差结构，

并加入了预选框概念，与主流的 one-stage 目标检测算法在精度上几乎持平，但是速度是

SSD 的至少 2倍以上[2]。 

YOLO 算法采用一个单独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了端到端的的目标检测，其算法的基本流

程为：首先将输入图片通过双线性插值的方法放缩到统一大小（文中使用 448×448大小）

并划分成互不重叠的网格，然后将放缩后的图像矩阵送入卷积神经网络提取高维语义特征，

最后通过全连接层预测每个网格内存在目标的概率，并预测目标的坐标框位置[3]。由于无需

RPN 网络提取感兴趣区域，所以 YOLO 的网络结构十分简洁，如图所示： 

 
 
 
 
 
 
 
 
 
 
 

图 2-3：社交安全距离检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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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YOLO 的卷积神经网络（也称之为主干网络）将输入的图片分割成大小相同、互不重

叠的单元格，然后每个单元格在卷积提取特征的过程中同时参与计算。提取特征后，每个

单元格对应特整层上的特征向量通过全连接层负责去检测那些中心点落在该单元格内的目

标，从而输出相应位置存在目标类别的概率和目标的预测坐标，如图所示： 

 

 

 

 

 

 

 

 

 

 

 

 

 

 

 
 

YOLO 将原图化分为 7×7 的 49 个单元格，主干网络依然采用了分类网络，但最后两层

使用了全卷积层，最终输出一个 7×7×30 的特征层，其中每个特征点包含的特征向量代

表了每个单元格的特征。这样对于每个区域的特征向量，YOLO分别使用全连接层输出预测，

相应的预测值包括： 

(1)该区域可能包含的相应目标的坐标框的 4 个预测坐标值（文中 B=2），分别为

{x,y,w,h}，同时输出这 B个预测框的置信度，选取置信度最高的那个预测框作为最终的结

果； 

(2)该区域可能包含的目标的分类置信度，该置信度记为 C，是一个长度为分类书的概

率向量，使用 SoftMax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其置信度定义为： 

truth
predIOUObject *)Pr(

 
IOU 即相应物体预测框与真值框的交并比。因此每个区域生成 30 个预测值，最后全连

接层的输出大小为 S×S×30。这里使用 B 个预选框并生成置信度，是为了使得网络能够在

同一个单元格内预测重叠目标，从而提高预测结果的容错率。增大 B 可以提高模型的鲁棒

性，但相应的全连接层的计算复杂度也会大大提高。 

此外，为了避免使用 Relu 函数激活而造成的特征丢失问题，作者在 YOLO 中将所有的

Relu改为 Leaky Relu激活： 

0,
0,1.0{)( >

≤= xx
xxxσ

 
YOLO 算法采用网格划分来检测不同区域的目标，但是由于网络结构较为简单，保证检

测速度下精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作者在 YOLO 的基础上，使用了批量标准化来规

范特征数据分布并加速收敛；使用高分辨率的图像作为分类器的输入，从而提高检测的精

图 2-4：YOLO的网络结构 

图 2-5：YOLO的预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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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入预选框的概念，提高小目标的检测精度。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高效的目标检测算

法，称之为 YOLO v2。并在此基础上，使用联合训练（Joint Training）算法，能够在有大

量分类的图像识别数据集训练目标检测任务，由此训练出的 YOLO 9000 能够识别和检测超

过 9000个物体类别[4]。 

Batch Normalization 在 Inception V2 中提出的方法，用来替代 ResNet使用的残差结

构，防止梯度消失的问题[5]。该算法将一个批次的特征值矩阵，通过简单的线性变换，转换

为均值为 0、方差为 1的正太分布上，从而使网络中每一层的特征值大体分布一致。因此每

层的梯度不会随着网络结构的加深发生太大变化，从而避免发生梯度爆炸或者梯度消失等

问题。因此作者在 YOLO 中大量使用了 Batch Normalization，使得相比原来的 YOLO 算法

mAP 上升了 2%。计算过程为： 

（1）计算数据的均值 u； 

（2）计算数据的方差σ^2； 

（3）通过公式 x’=(x-u)/√(σ^2+ε)标准化数据； 

（4）通过公式 y=γx’+β 进行缩放平移； 

此外，以前的目标检测网络通常都是将主干网络在 ImageNet图像识别数据集上，通过

分辨率小于 256×256 的分类图片进行预训练至收敛，这就意味着主干网络在参与目标检测

任务的训练时，需要向检测任务和高分辨率图片做转换。因为图像识别关注的是全局信息，

需要的是包含全局图像特征的高层语义信息；而目标检测任务中关注的更多是包含图像边

缘和纹理特征的低层信息。因此作者提出使用相同分辨率的图像（448×448 大小）预训练

主干网络，并只在 ImageNet 上训练 10 个 Epoch。由此不需要改进网络结构，就能够使得

mAP 上升了 4%。 

因此 YOLOv2中移除了全连接层和最后一个下采样层，来最终得到一个较大的特整层。

并且为了使图像最后的预测具有单中心网格，作者使用了 416×416 大小作为输入，下采样

参数为 32，最后得到了一个 13×13 大小的特征层；在使用 Anchor Boxes 之后，虽然 mAP

下降了 0.3%，但是召回率从 81%上升到了 88%。 

并且为了融合目标分类需要的高层语义特征和目标检测需要的低层轮廓特征，YOLOv2

还设计了 Pass Through层，即取出了最后一个池化层的特整层，（大小为 26×26×512），

将每个 2×2 局部空间区域转换成通道特征，最后得到了一个 13×13×4048 的用于预测的

特征层。 

YOLOv3 在网络结构上并没有太大改动，主要是将 YOLOv2提出后目标检测领域提出的一

些模型结构和训练技巧融合到了 YOLO 框架中[6]。 

作者首先在主干网络 DarkNet-19 的基础上加入了残差结构，使得它在 ImageNet 上的

表现跟 ResNet-101相差无几，但是处理速度却快得多。 

残差结构的提出来自 ResNet。在此之前，深度卷积神经网络随着层数的不断加深暴露

出来许多问题： 

(1)卷积网络的层数或者通道数越多，其模型就越复杂，性能也应该越好。但是实际的

实验中证明，随着卷积神经网络层数和通道数的不断加深，图像识别和检测的性能反而有

所下降。 

(2)深度卷积网络往往容易出现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的问题，即如果梯度反向传播过程

梯度都大于 1，则每一层大于 1的梯度会不断相乘，使梯度呈指数型增长，最终导致模型参

数趋向极大或者极小；同理如果每一层权重的梯度都小于 1，梯度则会逐渐趋于零，使得模

型参数难以发生变化。这两个问题往往使得深度卷积网络难以训练[7]。 

为了解决梯度消失和模型退化的问题，ResNet 的作者提出了一种残差结构，并由此构

建了 ResNet，并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超越了 GoogleNet 和 VGG。其基本的残差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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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残差结构中，假设每个残差单元输入特征层为 x，残差结构中的映射函数为 F，图

中 F 为两个卷积层，中间使用 Relu 函数激活，那么经过两个卷积层获得输出 y，我们就将

x与 y两个矩阵对应点之和作为残差单元的输出。 

在训练时，我们将该单元目标映射假设为 G(x)=F(x) + x，其中 G(x)是残差单元的输

出，那么训练的目标就变成了使 y 趋近于 F(x)，即通过残差结构的等效性，去掉映射前后

相同的主体部分 x，将原本的目标映射迁移到映射前后微小的变化[7]。 

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xWWxFy si += }){,(  

此外 YOLOv3中，每个单元格对应使用了三个不同比率和大小的预选框，并且还构建了

跟 FPN 目标检测算法相似的特征金字塔，利用不同大小、不同深度的特整层进行不同大小

目标的预测。在特征金字塔中，YOLOv3 共选出了 3 个通过反卷积得到的特征层去检测不同

大小的物体，这三个特征层大小分别为：13，26，52。特征金字塔使用卷积网络生成的金

字塔型的特征层（左），生成一个融合了高度语义信息和低维特征信息的特征金字塔（右），

再在这些特征金字塔的不同层上，使用不共享权重的不同卷积层预测目标的类别和检测框

坐标： 

 

 

 

 

 
 
 
 
 
 

 

图 2-6：ResNet的残差结构示意图 

图 2-7：特征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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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金字塔出自论文 FPN：Feature Pyramid Networks for Object Detection[8]，即

如下图所示，使用卷积网络生成的金字塔型的特征层（左），生成一个融合了高度语义信息

和低维特征信息的特征金字塔（右），再在这些特征金字塔的不同层上，使用 two-stage的

方法来检测不同大小的目标： 

 
 
 

口罩检测算法： 

我们使用了 AIZOO从 WIDER Face 和 MAFA数据集收集的超过 2700张口罩检测数据集。

我们使用了 K-means 的方法获取合适的 Anchors 大小，为模型预测提供更好的预选框。模

型方面我们使用了精度和速度较为平衡的 YOLOv3算法，并使用 MobileNetV3作为主干网络，

以减小模型大小和计算复杂度，并且 MobileNetV3 中使用的 Relu6 激活函数更适合在嵌入

式设备低精度的条件下进行部署推理。最终推理速度达 20FPS以上，mAP为 0.65。 

 
 
 
 
 
 
 

 
 
 
 
 
 
 
 
 
 

图 2-8：特征金字塔 

图 2-9：口罩检测识别结果 



                            防疫“慧眼”——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平台的疫情防控系统 

 第 9 页  共 32 页 
 

行人脸检测模块我们使用了以 MobileNet为主干网络的 SSD算法，MobileNets 的核心

聚焦于实现一个低延迟、高效率的卷积神经网络，使其能够应用于各种计算能力有限的嵌

入式系统中。核心是将常规的卷积层分解成一个深度分离卷积层和一个 p o i n t w i s e 

点卷积层（即 1×1 卷积核大小的卷积层，简称 P W c o n v ），从而有更小的参数，并且

计算消耗更少。我们将该模型在 WiderFace 数据集上使用了混合精度训练策略，推理时使

用半精度推理，使得模型大小压缩约 50%。 

深度分离卷积的核心是，不同于传统卷积方式，这里首先将特征图的每个 c h a n n e 

l分离，再分别用通道数为 1的卷积核对特征图的每个 channel 分别做卷积[9]。即我们假设

输入的特征图大小为 DF×DF×M，卷积核的宽度为 DK×DK，此时深度分离卷积可以表示为，

大小为 DK×DK×1 的 M 组卷积，其计算消耗为 DK×DK×1×M×DF×DF，因此，深度分离卷

积的计算消耗仅为传统方式的 1/N倍： 

 
图 2-10：深度分离卷积 

MobileNetV3 则在 V1 的基础上使用了两个黑科技：NAS 和 NetAdapt 互补搜索技术，

其中 NAS 负责搜索网络的模块化结构，NetAdapt 负责微调每一层的 channel 数，从而在

延迟和准确性中达到一个平衡；并且提出了一个对于移动设备更适用的非线性函数 h−s w i 

s h [x]。并以此提出了 MobileNetV3-Large和 MobileNetV3−Small 两个新的高效率网络[10]。 

 

 
图 2-11：新网络的提出 

作者在 BottleNet 的结构中加入了 SE结构，并且放在了 depthwise filter之后；由

于 SE结构会消耗一定的计算时间，所以作者在含有 SE的结构中，将 Expansion Layer 的 

channel 数变为原来的 1/4。 

此外作者在研究时发现，网络开头和结尾处的模块比较耗费计算能力，因此作者提出

了改进这些模块的优化方法，从而在保证准确度不变的情况下减小延迟。首先作者删掉了 

Average pooling 前的一个逆瓶颈模块（包含三个层，用于提取高维特征），并在 Average 

pooling 之后加上了一个 1×1 卷积提取高维特征；这样使用 Average pooling 将大小为 

7×7 的特征图降维到 1×1 大小，再用 1×1 卷积提取特征，就减小了 7×7=49 倍的计

算量，并且整体上减小了 11% 的运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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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之前的 MobileNet 模型开头使用的都是 32 组 3×3 大小的卷积核并使用 ReLU 

或者 swish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作者在这里提出，可以使用 h-switch 函数作为激励函数，

从而删掉多余的卷积核，使得初始的卷积核组数从 32 下降到了 16。 

 
检测器我们使用了 SSD 架构，相比与 Faster-Rcnn 复杂的网络结构（包括 RNP 网络和

ROI-pooling 层），SSD 更加简单而且准确率更高，并实现了真正的端到端的训练；而相比

于 YOLO 使用了全连接层只能接受固定的大小输入，SSD使用了全卷积层而摒弃了全连接层，

使得其能够接受任意大小图片的输入，并产生相应大小的输出，以解决行人检测框通常横

纵比较大的问题[11]。 

SSD算法的网络结构如图所示： 

(1)前馈神经网络：使用 VGG（或者其他网络），摒弃了最后的全连接层； 

(2)在前馈神经网络后连接了多个卷积层，提供不同感受野的特征图； 

(3)在不同大小特征图上，生成不同大小和长宽比的 default box，应对不同大小的目

标； 

(4)通过对特征图进行卷积，生成每个 default box对应的类别得分和预测坐标，每个

点生成预测向量长度为（分类数+坐标数）×该点 default box 数； 

(5)最后通过非极大值抑制筛选出合适的预测框； 

 

 

 

 

 

 

 

 
图 2-12：口罩检测用到的 SSD预测流程  

然后我们将人脸所在 ROI区域作为输入，使用 ResNet50进行人脸口罩佩戴检测情况的

分类，可以识别出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和未知（比如背面）三种类别。 

模型选取的优点在于：均使用较为成熟的算法和实现，检测速度快，精度高，而且鲁

棒性更好。 

2.4.2 模型在视觉模块上的部署 

将使用大赛提供的 AI-BoxX Gen.1 (WHL-U+HDDL-R8)，其由一颗 2019 年的 U 结尾的低

功耗处理器和一张有 8 个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AI visual processing units 的

加速卡组成[12]。 

其中加速卡对深度神经网络构建的低功率、低成本和小外形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进

行了优化。并且超低功率要求允许在功率和尺寸受制约的系统上集成摄像头和边缘服务器，

支持 FP16 精度的网络模型。支持异构处理和异步执行。非常适合在功耗和空间受限的移

动机器人上部署。低压处理器具有较高的能效，同时将负责整个系统的调度、视频流的编

码和解码、控制通信等工作，即整个疫情防控系统的核心。 

软件部分使用英特尔® Distribution of OpenVINO™ toolkit，该部署工具主要由 Model 

Optimizer和 Inference Engine两大部分组成。Caffe、TensorFlow、MxNet等主流框架训

练出来的模型都可以通过配置导入，并使用 Model Optimizer 根据部署的器件的特性，进

行模型的优化和压缩，并生成 IR(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供 Inference Engine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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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效地推理。IR 文件包含网络的拓扑结构(xml)以及模型参数(bin)。下一步 Inference 

Engine 将读取 IR 文件进行高速推理。部署时使用优化后的 OpenCV和 OpenVX库，可以加速

计算机视觉模型的推理。 

下面介绍本项目用到的模型的部署： 

第一步：运行环境配置
[13] 

 由于算法使用 python 编写，因此用 Intel OpenVINO 加速推理需要配置相应的 python

环境。这部分的实现参考官方文档中在 Linux OS 中安装 OpenVINO 的教程。选择的是

Ubuntu18.04LTS 的系统环境，具体流程为从官网下载相应的压缩包，解压后运行 shell 脚本

进行 GUI 方式的安装，这一步安装了 Inference Engine、Model Optimizer、OpenCV、Open 
Model Zoo 等组件。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没有安装 OpenCL 的驱动，但安装目录

/opt/intel/openvino_2020.4.287 文件夹下提供了相应的 deb 包，也包括安装 OpenVINO 相应

dependencies 的 shell 脚本。 
 
 
 
 
 
 
 
 
 
 
 
 

图 2-13：驱动包以及安装脚本 

运行 install_openvion_dependencies.sh 脚本，通过 apt 安装诸多额外的 OpenVINO 运行

的依赖。安装完成后，可以在~/.bashrc 文件中永久地设置环境变量。 
 之后需要配置模型优化器，这里主要是对 python 环境的配置，即安装相应的深度学习

框架用于后续的模型压缩和转换。在/opt/intel/openvino/deployment_tools/model_optimizer/文
件夹的 prerequisites 子文件夹中找到 install_prerequisites .sh。为了不影响系统的 python 环境，

我们选择使用 venv 工具建立虚拟环境。首先需要修改脚本中 V_ENV 的值为 1，之后在下

方通过 requirements.txt 安装 python 包的位置，修改创建虚拟环境的位置以及使用 pypi 的清

华源安装 python 包。（修改后的脚本可见附录）。安装运行环境的工作至此结束。 
第二步：模型压缩 

社交距离检测首先需要通过 CV模型检测出行人，再对行人的框范围内检测口罩（当然

也可以直接对整幅图多个行人的口罩进行检测，但考虑到检测速度，使用了如此策略）。行

人检测使用的是 yolov3-darknet提供的 weight参数以及 cfg配置文件，并同时提供 yolov3

以及 yolov3-tiny 两种模型，前者在检测精度上胜出，但是推理速度可能无法达到实时的

要求。后者检测精度略微下降，但是推理速度上极快。从 AlexeyAB的 Github 中下载 yolov3

的 weight以及 cfg文件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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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AlexeyAB darknet Github  

之后参考 GitHub 中的开源项目的转换方法
[15]

，对 yolov3 的模型进行转换。由于

OpenVINO 没有封装从 darknet 到 IR 格式的转化，因而需要先将 darknet 的模型参数固化为

TensorFlow 框架下的 pb 格式的模型文件，再使用 Model Optimizer 转化为 IR 文件。在

Windows 下转化的命令如下[16]： 

1. #windows  default OpenVINO path   

2. python convert_weights_pb.py --class_names cfg/coco.names --weights_file yol

ov3-tiny.weights --data_format NHWC --tiny  #yolov3-tiny 

3.    

4.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openvino\bin\setupvars.bat"   

5. python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openvino_2020.4.287\deployment_t

ools\model_optimizer\mo.py" --input_model frozen_darknet_yolov3_model.pb --t

ransformations_config yolo_v3_tiny.json --batch 1 --reverse_input_channels –

data_type FP32  

6.    

7. python object_detection_demo_yolov3_async.py -i cam -m frozen_darknet_yolov3

_model.xml  -d CPU   

从 weights 模型到 pb 模型需要提供模型检测的所有种类名，该内容保存在 coco.names
中（darknet 官方使用 coco 数据集训练）。同时指定输入图片数据格式为 NHWC 的顺序，这

主要取决于训练模型时选择的数据输入格式。之后启动 OpenVINO 的环境，用于使用转化

好的模型推理。 
在本项目中，我们同时提供了 yolov3 以及 yolov3-tiny 两个版本的模型，以此来适应不

同场景的需求。Yolov3 的优势在于：对于复杂场景以及小目标具有较好的检测效果，即漏

检率和误检率非常低，但缺陷在于模型参数过多，需要的算力大，因而检测的实时性可能

无法保证。Yolov3-tiny 与之对应，其检测的速率几乎是前者的 10 倍，但对被检测的视频流

的光线条件可能有要求，容易漏检以及误检。系统在运行是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选择其

中之一。实现方法如下： 

1. # build parse   

2.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   

3.     description='Script to run object detection network ')   

4. parser.add_argument("-i","--input",type=str,default="./TownCentreXVID_small.

mp4",help="path to video 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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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rser.add_argument("--tiny",type=bool, default=False,help="path to trained 

model")   

6. args = parser.parse_args()   

下面是二者的对比效果图： 
 
 
 
 
 
 
 

 
 
 
 
 

图 2-15：Yolov3检测结果可视化 

  

 

 
 
 
 
 
 
 
 
 

 

图 2-16：Yolov3-tiny检测结果可视化 

从上方检测结果可以看出，yolov3 在几乎不漏检测目标的情况下有 3.5FPS 的表现，实

时性不佳。而 yolov3-tiny 具有 20.1FPS 的检测实时性，但是误检率和漏检率都很高。 
第三步：推理优化 

对于嵌入式设备而言，算力往往是该平台上最宝贵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设备的全部

算力来提升检测效果，是开发者需要着重考虑的设计。错误的设计往往会导致“一核满负

载，多核闲置”的情形，这对于嵌入式平台来说是极大的灾难。 

该部分通过模型压缩、使用 Inference Engine优化推理的方式以及异步推理的设计方

法提高推理效率。 

使用 OpenVINO工具部署时，在 Inference阶段，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 Inference Engine

对压缩的 IR 文件进行针对硬件的优化
[17]

，对比如下：第一组我们用 opencv 的 dnn 模块加

载 darknet 的权重和配置文件并构建推理器，第二组使用 IE 的方式加载 FP32 精度的模型

权重以及构建推理器。使用 yolov3-tiny在 CPU上对同一张图片推理 1000次，测出平均帧

率，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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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Yolov3-tiny压缩前的推理速度 

 

 

 

 

 

 

 
图 2-18：Yolov3-tiny压缩后的推理速度 

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同步推理的模式下，使用 IE的方式仍然比直接加载压缩前权重的

方式的检测帧率高了 10FPS，由此可见模型压缩带来的优势以及 Inference Engine 在推理

时针对底层硬件加速的优化力度。 

OpenVINO还提供了异步推理的方式来让推理的过程尽量并行化
[17]

，其原理如下： 

在算法运行的过程中，对于连续不同的视频帧，一次推理会用到解码视频、预处理、模型

推理、后处理以及编码输出。同步模式下，计算单元在同一时刻只会处理一个推理请求，

这就会导致处理资源的闲置。 

 

 

 

 

 

 

 

 

 

 

图 2-19：同步推理和异步推理流程对比 

异步推理的方式便可一定程度上利用上所有推理资源，达到提升检测帧率的效果。其

本质是在修改开源项目，模型选择 yolov3-tiny，代码如下： 

1. #!/usr/bin/env python3   

2. from openvino.inference_engine import IENetwork, IEPlugin   

3. import cv2   

4. import os   

5. import time   

6.    

7. model_dir = os.environ['HOME'] + "/model_downloader/object_detection/common/

mobilenet-ssd/caffe/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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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odel_xml = model_dir + "yolov3-tiny.xml"   

9. model_bin = model_dir + "yolov3-tiny.bin"   

10. plugin = IEPlugin(device="CPU")   

11. net = IENetwork(model=model_xml, weights=model_bin)   

12. input_blob = next(iter(net.inputs))   

13. out_blob = next(iter(net.outputs))   

14. n, c, h, w = net.inputs[input_blob].shape   

15. exec_net = plugin.load(network=net, num_requests=15)   

16.    

17. start_time = time.time()   

18. current_inference, next_inference = 0, 1   

19. # for test purpose only   

20. image_number = 200   

21. inferred_images = 0   

22. for i in range(0, image_number):   

23.     image = cv2.imread("/opt/intel/computer_vision_sdk/deployment_tools/demo

/car.png")   

24.     image = cv2.resize(image, (w, h))   

25.     image = image.transpose((2, 0, 1))   

26.     image = image.reshape((n, c, h, w))   

27.     exec_net.start_async(request_id=current_inference, inputs={input_blob: i

mage})   

28.     if exec_net.requests[next_inference].wait(-1) == 0:   

29.         inferred_images = inferred_images + 1   

30.         res = exec_net.requests[next_inference].outputs[out_blob]   

31.     duration = time.time() - start_time   

32.     print("inferred frames: " + str(inferred_images) + ", average fps: " + s

tr(inferred_images/duration) +"\r", end = '', flush = False)   

33.     current_inference, next_inference = next_inference, current_inference   

34. # one more inference result left to check   

35. if exec_net.requests[next_inference].wait(-1) == 0:   

36.     inferred_images = inferred_images + 1   

37.     res = exec_net.requests[next_inference].outputs[out_blob]   

38.     duration = time.time() - start_time   

39.     print("inferred frames: " + str(inferred_images) + ", average fps: " + s

tr(inferred_images/duration) +"\r", end = '', flush = False)   

40.        

41. print()   

42.    

43. del exec_net   

44. del net   

45. del plugin   

提升幅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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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yolov3-tiny CPU异步推理 
 
 
 
 
 
 
 
 
 
 

图 2-21：yolov3-tiny GPU异步推理 

左侧是使用 CPU 采用异步推理的方式，帧率上提升了近 5FPS。右侧展示的是通过 GPU

推理的效果，达到了 35FPS 的效果，已经能满足实时性的需求。最终，整个系统的推理流

程如下： 

 

 

 

 

 

 

 

 

 

 

 

 

 

 

 

 

 

 

图 2-22：系统推理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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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充分利用整个平台的性能 

比赛方提供的平台可用于模型加速推理的硬件包括：8
th 
core CPU（CPU+GPU）以及一张

HDDL-R8 AI 加速卡。考虑到有同时两条视频流输入，所以将从监控处传来的人流视频交给

GPU 作为主要推理设备，将从机器人传来的数据用 HDDL-R8推理，CPU则负责图像的预处理

以及结果的后处理、视频转码解码等工作。 

 最终的检测效果如下： 

 

 

 

 

 

 

 

 

 

 

 

图 2-23：检测效果可视化 1 

 

 

 

 

 

 

 

 

 

 

 

图 2-24：检测效果可视化 2 

 

 

 

 

 

 

 

 

 

 

 

 

 

图 2-25：检测效果可视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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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检测效果可视化 4 

上述结果均使用 yolov3检测，在距离较远时，口罩检测模块由于对小目标检测效果不

佳，没有检测到人脸。而在距离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口罩检测的效果。系统也通过可

视化的方式给出了检测结果，十分直观。 

2.4.3 移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一、基本概述 
 考虑必要的需求和机器人部件的成本，我们选择使用智能小车作为类机器人平台来实现

相应的功能。其实物图如下： 
 
 
 
 
 
 
 
 
 
 
 

 

 

     图 2-27：移动小车实物图 

 智能车搭载有树莓派 4B 主板以及激光雷达，二自由度舵机平台控制的摄像头，单舵机

控制的超声波测距模块，红外避障模块等，控制灵活，综合感知能力强。 

该智能车平台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 构建区域空间平面图 
（2） 采集区域内的图像信息 
（3） 路径规划以及避障 

a) 提供有行人通道和自由空间两种应用场景 
b) 按键控制模式切换 
c) 可切换为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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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的软件控制部分主要流程如下图： 
 
 
 
 
 
 
 
 
 
 
 
 
 
 
 
 

 

图 2-28：智能车控制流程 

二、激光雷达建图 
雷达介绍：RPLIDAR A1 360 度激光扫描测距雷达是由 SLAMTEC 公司开发的低成本二

维激光雷达(LIDAR)解决方案。它可以实现在二维平面 12 米半径范围内进行 360 度全方位

的激光测距扫描，并产生所在空间的平面点云地图信息。这些点云地图信息可用于地图测绘、

机器人定位导航、物体/环境建模等实际应用中。 
RPLIDAR A1 采用了激光三角测距技术，配合 SLAMTEC 研发的高速的视觉采集处理

机构，可进行每秒高达 8000 次以上的测距动作。每次测距过程中，RPLIDAR A1 将发射经

过调制的红外激光信号，该激光信号在照射到目标物体后产生的反光将被 RPLIDAR A1 的

视觉采集系统接受。经过嵌入在 RPLIDAR A1 内部的 DSP 处理器实时解算，被照射到的目

标物体与 RPLIDAR A1 的距离值以及当前的夹角信息将从通讯接口中输出。 
建图算法分析：建图算法有很多，这里主要考虑使用比较多的 hector_slam 算法和

mapping_slam 算法。 
Hector_slam 仅根据激光雷达采集到的角度距离信息即可进行建图，可手持建图，对硬

件要求相对较低。假定起始状态激光雷达自身的坐标系和全局坐标系（栅格地图坐标系）的

原点位置重合，经过激光雷达的第一帧数据扫描，可以获得一个大概的轮廓，对于第二帧数

据，仍然可以获得一个大概的轮廓，但这两次测量，激光雷达的位置可能发生了变化，因此，

如果可以匹配这两帧的数据，那么第二次的激光雷达的位置便可以得出，进而实现了定位。

关于两帧数据的匹配，该算法假设两帧数据无限接近，然后构造最小二乘法，使用双线性插

值法对地图求偏导，并使得误差偏导为 0，得出旋转矩阵，从而匹配两帧数据。数据匹配后

就可以根据后一帧的数据得到其激光雷达的位置，通过一帧帧数据以及相应的激光雷达的位

置即可实现建图。 
Gmapping 是基于 RBpf。RBpf 是一种有效解决同时定位和建图的算法，它将定位和建

图分离，并且每一个粒子都携带一幅地图。相比 hector_slam，Gmapping 对激光雷达频率要

求低、鲁棒性高，因为 Gmapping 建图需要里程计数据，其可以提供机器人的位姿先验。但

Gmapping 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计算量太大，对于比较大的环境很容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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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们的硬件平台分析，hector 算法相对比较合适。 
具体实现 
 第一步：在树莓派上运行 Ubuntu18.04 系统 
 将 Ubuntu18.04 系统镜像写入 SD 卡，并从 SD 卡启动树莓派，即可进入树莓派 Ubuntu
桌面系统。 
 第二步：安装 ROS 
 ROS 即机器人操作系统，通过 ROS 可以方便地控制激光雷达进行建图。这里 ROS 版

本选择为最新的 melodic，可提供更长期的支持，安装其桌面版本并配置相关依赖后，即可

通过 ROS 命令运行算法，并可进行可视化显示。[18] 

 第三步：获取 hector 算法并运行可视化 
 从 github 下载相关代码到本地运行，并打开 rviz 软件获取可视化结果。 
实测效果 
 将 ros 设置为开机自启动，并运行 hector 算法和 rviz 软件。将树莓派板卡搭载到智能小

车上，在一定空间内绕一圈后即可绘制区域内的二维平面图。下面以宿舍作为示例建图，结

果如下： 
 
 
 
 
 
 
 
 
 
 
 
 

 

 

     图 2-29：实际场景建图效果  

三、靠墙部署控制 
靠墙部署主要考虑到很多场合是通道类型的，比如各种走道，那么沿边缘布置非常方便，

且不会影响正常行人通行。 
靠墙边部署的智能车平台具有以下特点和功能： 

(1) 与墙边动态保持一定距离 
(2) 基本路径为靠墙边徘徊 
(3) 遇障碍物或缺口掉头 
(4) 摄像头始终仰头向外采集信息 
(5) 超声波模块实时测距 
(6) 尽量减小功耗 

实现细节： 
(1) 切换为靠墙控制模式 

 上电之后，通过按键切换至 MODE1，即靠墙部署控制。 
(2) 确定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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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舵机旋转超声波测距模块获取前，左，右三个方位的距离，根据获取的距离判断左

右侧的距离，如果距离过远，将提示请将小车靠墙放置，大概范围为 70cm 以内即可。当距

离合适之后，小车自动根据左右边距离，判断墙的位置，即哪边近，墙在那边，因此初始放

置的时候，除了墙壁一面外，另一面尽量没有人。 
(3) 正常工作控制 
当获取墙的位置之后，即进入工作状态。如果墙在左侧，小车测距工作内容为左和前两

个方位，因为舵机工作频率较低，为尽量提升速度，因此只考虑最有用的距离信息，根据左

测距离判断离墙距离，进而动态控制小车离墙一定距离行驶，当左侧距离突然增大时，很可

能遇到门或者拐弯的地方，则不再前进而是转向切换状态；根据前方距离判断是否有障碍物，

进而转向切换状态。墙在右侧的情况正好相反。 

 

图 2-30：小车靠墙行驶概念图 
(4) 摄像头部分： 
摄像头模块始终工作在仰头向外侧的状态。 

 
图 2-31：摄像头工作状态示意图  

(5) 红外避障 
小车配有红外紧急避障模块，当障碍物距离小车过于近的时候，大概 10cm 以内，为确

保安全，小车将暂停工作。 
(6) 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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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留有待机模式，当根据摄像头的信息，判断无人经过时将进入待机模式，尽量减小

功耗。 
实测效果如下： 

 
 
 
 
 
 
 
 
 

图 2-32：沿左侧墙壁向右行驶 

 
图 2-33：遇障碍物转弯 

 
图 2-34：沿右侧墙壁向左行驶 

四、自由大空间部署控制 
 自由大空间同样是我们生活中或各种场合中常见的场所，比如各种商场，场馆的大厅，

相比走道等地方，自由大空间有着其不一样的特点，因此很有必要针对性地提出额外的解决

方案。 
自由大空间部署的智能车平台具有以下特点和功能： 

(1) 与区域边缘保持一定的距离 
(2) 基本路径为较大范围的方形区域 
(3) 可以忽略掉一些较小的空缺，比如门或者各种窄的通道 
(4) 摄像头左右摇摆多角度采集信息 
(5) 超声波模块实时测距 
(6) 尽量减小功耗 

实现细节 
(1) 切换为靠墙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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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之后，通过按键切换至 MODE2，即自由大空间部署控制。 
(2) 确定边界的位置 
这里所说的边界，其实也是可以反射超声波的边界，由于是较大空间，因此需要过滤掉

像门这样的较窄的缺口而不是转向，因此提出下图所示的控制条件。 

 
图 2-35：控制条件数学模型 

这里以距边界 3m，角度分别为 0，30，50 为例，则可以忽略宽度小于 1.73m 的缺口。 
(3) 正常工作控制 
小车正常工作时，将会不断地采集前方和右侧多个角度的距离信息，其中，前方的距离

信息主要用于转向的控制，右侧多个角度的信息，一方面用于边界缺口的判断，当缺口过大

的时候，小车左转，当缺口较小时，不予考虑；另一方面用于动态保持小车距离边界一定的

距离，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电机以及舵机等零件带来的误差且保持小车路径的合理性。 
(4) 摄像头部分： 
摄像头模块保持左右摇摆获取信息 
(5) 红外避障 
小车配有红外紧急避障模块，当障碍物距离小车过于近的时候，大概 10cm 以内，为确

保安全，小车将暂停工作。 
(6) 功耗 
小车留有待机模式，当根据摄像头的信息，判断无人活动时将进入待机模式，尽量减小

功耗。 
概念效果 

 
图 2-36：自由大空间行驶路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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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预警信息面板的开发 

为了更贴近实际应用，我们对于监控到的潜在的高风险进行了云端存储记录，搭建了

云服务器，采用 tornado 高并发框架、加密传输存储和数据库技术，可以为监管人员提供便

捷的违章记录存储、管理和查询服务。 
  采用 Tornado 框架搭建了非阻塞式服务器，进行异步响应处理，响应速度很快，每秒

可以处理数以千计的连接请求，实现了高并发。同时，在数据库层面借助数据库一致性机

制，也确保了并发访问的便利和可靠。 
  使用 base64 加密数据。为了传输便利和安全性，我们不将需要上传的图片信息直接

在网络中明码传送，采用 base64 加密信息将图片数据编码后传输和存储，这样中间的恶意

截取者并不能获得有意义的信息，确保了信息的安全性。 
数据库存储技术，基于 sqlite 开发了用于存储存在传播风险的数据库系统，系统主要表

的表项对应存在传染风险一次检测，其中包含了体温、人群密集度和现场图像信息，方便

疫情防控相关人员进行核查取证，并支持根据数据库信息做进一步处理。 
软件方面，我们基于 PyQt5 开发 UI 界面，使用 Socket 进行通信。 
客户端（即 Client）使用 PyQt5 进行界面布局和按键功能的开发。界面布局使用 Qt 

Designer 进行布局的大体设计，即首先将布局分为四部分： 
(1) 标题栏； 
(2) 网络连接区域； 
(3) 行人信息记录区域； 
(4) 行人实时视频模块。 
其中标题栏使用 QMenu 和 QAction 实现了下拉框和功能响应，用于手动修改行人信息。

网络连接区域使用 QLineEdit 和 QLabel，提供连接服务器所用 IP 和端口的输入和接收功能，

【连接网络】按键用于连接服务器，连接服务器后启动 Socket 将行人的基本信息和实时数

据传输到主界面中。行人信息记录区域使用 QTabWidget 进行布局，用于在界面中记录行人

的基本信息，点击【细节】按键可以在弹出窗口中查看行人的详细信息。行人实时视频模

块通过连接设备摄像头获取实时的视频，通过 QImage 和 QPixmap 将视频进行解码和检测

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Sever 端使用 PyQt5 进行界面布局和按键功能的开发。界面布局使用 Qt Designer 进行

布局的大体设计，同样将布局分为四部分： 
(1) 标题栏； 
(2) 网络连接区域； 
(3) 行人信息记录区域； 
(4) 行人实时数据模块。 
其中标题栏使用 QMenu 和 QAction 实现了下拉框和功能响应，用于手动修改行人信息

网络连接区域使用 QLineEdit 和 QLabel，提供启用 TCP 服务所用 IP 和端口的输入和接收功

能，【连接网络】按键用于启动 TCP 服务，启动后启动开启单独的线程实时监听客户端传入

的行人的基本信息和实时数据并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关闭连接】用于手动终止客户端的连

接。行人信息记录区域使用 QTabWidget 进行布局，用于在界面中记录行人的基本信息，点

击【细节】按键可以在弹出窗口中查看行人的详细信息。行人实时数据模块接收客户端传

入的数据，通过 PyQtGraph 进行坐标系建立和波形绘制。 
中间的作图区连接了三个数据通道，红色显示的是为保持社交距离人员的数量变化，

绿色反应的是安全人员的数量变化。同时，对未佩戴口罩的人员，系统也截取了其检测结

果的图片，并在特定区域内强调显示，该信息可为防疫提供便利。 
效果图如下： 



                            防疫“慧眼”——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平台的疫情防控系统 

 第 25 页  共 32 页 
 

 

 

 

 

 

 

 

 

 

 

 

 

 

 

图 2-37：预警信息面板(风险目标、变化曲线) 
 

 

 

 

 

 

 

 

 

 

 

 

 

图 2-37：预警信息面板（检测结果可视化） 

 

 

 

 

 

 

 

 

 

 

 

 

 

 

图 2-38：预警信息面板（检测结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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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嵌入式特征 

 从计算单元看，使用的是低功耗处理器加专用视觉处理器加速的组合，有相对强的专

用性。同时其具有低功耗、高能效比的特点，比较适合作为移动机器人平台的视觉单元。

并且使用专用的 OpenVINO 工具加速，可以尽可能地提高平台的推理性能，做到实时性或

者同时处理多个视频流。 

2.5 系统测试方案 

该部分说明下测试的方法，具体效果放在了核心技术讲解的模型部署和小车实测效果部

分，请阅读前面的部分。 

测试软硬件：整个系统运行在 Ubuntu18.04 环境下，使用 openvino_2020.4.287版本，

所有设备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测试设备包括：AI-BoxX Gen.1 (WHL-U+HDDL-R8)、罗技 c270 

USB 摄像头、显示器一台、一辆带激光雷达的四轮小车。 

测试方案：在 openvino环境下运行 social_distancing_monitor.py，运行命令： 

1. python social_distancing_monitor.py #default test video and yolov3   

2. python social_distancing_monitor.py --tiny True #default test video and yolo

v3-tiny   

3. python social_distancing_monitor.py --tiny False -i cam  #use camera as inpu

t and yolov3   

4. python social_distancing_monitor.py --tiny False -i path_to_video  #use any 

local video and yolov3   

风险预警面板的部分参考文件夹中的 readme.md的使用方法，先运行服务端，再运行客

户端，并输入相同的端口号即可产生结果。 

测试数据：使用 yolov3 作为检测算法时，系统可以有 3-4FPS 的检测帧率，使用

yolov3-tiny 时，具有 20FPS-25FPS的检测帧率。小车可以用两种模式进行避障巡航，并通

过无线的方式，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传输到同一局域网下的计算中心，计算中心通过

opencv 读取该视频流进行社交距离和口罩的检测。计算中心也可以统计检测结果，通过 QT

面板的方式直观地显示到屏幕上。 

2.6 结果分析  

通过可视化的界面显示，系统的结果可以用于判断人群是否保持了社交距离、个体是否

佩戴了口罩，并会对有风险的目标加以记录。系统同时实现了从监控和移动平台两个视角，

对一个公共区域进行安全风险检测，检测结果可以辅助防疫人员排查风险，从而降低公共

场合疫情传播的风险。 

其特色在于：可以根据场景需要切换检测模型，满足高准确度或者高实时性的要求；系

统可以从多个角度采集视频用于风险检测；移动小车平台可以覆盖较大区域，并通过两种

模式巡航完成视频流的采集；计算中心固定，减少供电和连线压力；检测结果可视化效果

好，可以直观看到区域存在的风险并自动记录风险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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