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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型深度卷积网络融合的人群计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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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避免景深和遮挡的干扰，提高人群计数的准确性，采用了 ＬｅＮｅｔ５，ＡｌｅｘＮｅｔ和 ＶＧＧ１６３种模型，提取图
像中不同景深目标的特性，调整上述模型的卷积核尺寸和网络结构，并进行了模型融合。构造出一种基于多模型融合的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网络最后两层采用卷积核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取代传统的全连接层，对提取的特征图进行信
息整合并输出密度图，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参量且取得了一定提升的数据，兼顾了算法效率和精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

验验证。结果表明，在公开人群计数数据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两个子集和ＵＣＦ＿ＣＣ＿５０子集上，本文中计数方法的平均绝对误
差和均方误差分别是９７．９９和１５８．０２，２３．３６和４１．８６，３５４．２７和４９１．６８，取得比现有传统人群计数方法更好的性能；通
过迁移实验证明所提出的人群计数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该研究对人群计数精度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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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口总数和流动人口数量的逐渐上升，越来

越多的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在某一特定场合，如大型

音乐节现场、世界杯期间容纳十多万人的足球赛场以

及春运时节的候车厅等。人口相对密集的公共场所较

容易出现意外事件，如口角摩擦、斗殴以及踩踏事件

等，所以人群计数或人群密度估计在人数众多的公共

场所就显得十分必要。人群计数的结果既可以监测和

警报意外事件的发生，又能优化人们出行路线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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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效率。因此，在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领域中，人群

计数已经成为众多相关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１］。

人群计数或密集人群计数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候

车厅、地铁站等人口稠密场所。相关研究学者也已经

于文献中提出很多人群计数方法。基于检测的人群计

数方法通过视频序列的两个连续帧扫描检测器估计图

像中人群的数量。这类方法通常假设图像中的人群是

由单独的实体组成，通过特定的检测器可以检测到这

些个体［２４］。由于有时人群非常稠密或人群密度相当

高，这类基于检测的方法就会出现局限性，环境中建筑

物的遮挡或人群之间的相互遮挡会严重地影响检测性

能，降低人群估计的精度并增大了估计值与实际值之

间的误差。

ＣＨＡＮ等人［５］使用摄像机标记的方法求解摄像机

中透视关系，然后通过此关系归一化提取的特征并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标记摄像机繁琐的过程限制了该

方法的应用。ＪＩ等人［６］将全部前景区域看成一个整

体，检测其特征点并根据特征点数和人群数量之间的

关系进行人数估计，有一定实用价值但如果场景中存

在一直静止的人群将影响估计精度。ＩＤＲＥＥＳ等人［７］

通过利用多信息源的特征估计单幅图像中极密集人群

的数量，同时引入新的人群计数数据集并给予标注。

ＢＡＮＳＡＬ等人［８］将兴趣点、傅里叶分析、小波分解、灰

度共生矩阵特征和低可信度头部检测这５个源的信息
融合以实现对公共场合的人群计数。ＣＨＥＮ等人［９］提

出一种人群计数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局部二值模式

从原始输入图像中提取特征，然后通过脊回归预测每

幅图像中的人群数量。大多数现有的人群计数方法都

选择估计密度图，进一步通过积分预测图像中人

数［１，１０１６］。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估计图像中人群数量的

方法有很多［１，１１，１３１９］，其中效果较好的是 ＺＨＡＮＧ等
人［１６］提出的人群计数方法，当对新场景图像进行测试

时，根据密度图的透视信息和相似度来微调预训练的

网络。

上述多类方法在人群密度变化剧烈或遮挡影响严

重的图像中人群估计准确率较低，因此，本文中提出一

种基于多模型融合在稀疏人群密度区域和密集人群区

域中准确估计人群数量的方法。根据模型融合的思

想，分别调整 ＬｅＮｅｔ５，ＡｌｅｘＮｅｔ和 ＶＧＧ１６３种模型的
卷积核尺寸和网络结构，用于提取图像中不同景深处

人头部的特征：改进后的 ＬｅＮｅｔ５模型提取图像中近
景处较大人头部的特征图；处于图像中间部分的中等

尺寸人头部的特征图被改进后的 ＡｌｅｘＮｅｔ模型提取；

ＶＧＧ１６模型提取图像中远景处较小的人头部或一部
分被遮挡人头部的特征图。同时网络最后两层采用卷

积核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取代传统的全连接层，对提
取的特征图进行信息整合并输出估计密度图。极大地

降低了网络参量，减小运算开销并有一定计数精度上

的提升。

１　基本原理

本文中的方法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对人群图像

进行人数估计，首先对原始图像中人头部位置进行标

注；然后人头部位置进行高斯核处理；接着构造出基于

多模型融合的卷积神经网络，融合ＬｅＮｅｔ５，ＡｌｅｘＮｅｔ和
ＶＧＧ１６３种经典网络的内部网络结构经验，第１层卷
积层分别采用１１×１１，７×７和３×３的卷积核，３种不
同尺寸的卷积核刚好可以滤波学习到大、中、小人头部

的特征，并且网络最后两层采用卷积核大小为１×１的
卷积层取代传统卷积神经网络的全连接层；最后，将预

处理后图像及标记数据输入训练网络模型，通过验证

集挑选出最优的网络权值模型，导入权值模型及测试

集图像进行测试，通过逻辑回归统计计算输出层密度

图的像素总和，输出模型估计的人数。

１．１　图像预处理
为了验证模型估计人群数量的准确性，应使估计

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尽可能降低。因此，模型在输

入测试图像的同时，也需要输入人工标记标准的真实

密度图以计算误差。接下来描述将一幅有正确人头部

标记的图像转换为对应密度图的步骤。

（１）将一幅有人头部标记的图像当做一个笛卡尔
直角坐标系，如果在像素点ｘｉｊ（ｉ，ｊ＝０，１，２，…，ｎ）处有
一个被标记人头部，将它表示为冲激函数形式 δ（ｘ－
ｘｉｊ），然后对每个像素点的冲激函数求和，一幅有 ｎ个
头部标注的图像可以表示为一个函数：

Ｆ（ｘ）＝∑
ｎ

ｉ＝１
∑
ｎ

ｉ＝１
δ（ｘ－ｘｉｊ） （１）

　　（２）为了使离散函数转化为连续密度函数，将这
个函数Ｆ（ｘ）和高斯核Ｇσ（ｘ）进行卷积操作，故得到密
度函数为：

Ｄ（ｘ）＝Ｆ（ｘ）Ｇσ（ｘ） （２）
　　（３）在实验过程中，经验地发现高斯核大小为３９
时，可以得最优的测试性能（如对比实验所示），即密

度Ｄ为：

Ｄ（ｘ）＝∑
ｎ

ｉ＝１
∑
ｎ

ｊ＝１
δ（ｘ－ｘｉｊ）Ｇσ（ｘ） （３）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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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集中原始输入图像、人工标记的标准密度图
以及由模型生成的估计密度图的对比如图１所示。提
取数据并经过预处理后成为灰度图像，同样可以清晰

地表达图像人物内容。由于图像中人群密度变化剧烈

且人与人之间的遮挡较为严重，为降低人工标记误差

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对人头部进行标记，每幅标记完成
的图像对应一个 ｍａｔ文件，ｍａｔ文件中保留对应图像
的人头部坐标以及总人数。人工标记完成的原始图像

通过高斯核滤波后转化为密度图，一个白点对应一个

人头部，真实密度图所包含的信息是图像中实际人数

值的标准参考。图１ｃ为由模型生成的对输入图像人
数估计的密度图，通过积分计算得到输入图像的估计

人群数量。

Ｆｉｇ１　ａ—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ｉｍａｇｅ　ｂ—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ｐ　ｃ—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１．２　基于多模型融合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数据集中原始输入图像如图２所示。由于景深和

遮挡的影响，图像中通常有尺寸差别较大的人头，近景

处人头部尺寸较大且远景处人头部尺寸很小，因此，传

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单一的网络结构和单一的滤波器尺

寸不大可能提取不同大小的人头部特征。为使人群计

数的精度提高，既能在人群密度稀疏的区域准确估计

人数，又可以在密集人群估计中保持良好性能，根据模

型融合的思想，相对简单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和具有

相对较大感受域的滤波器可以提取更大的人头部特征

并建立模型；较小的人头部或一部分被遮挡的人头部

的特征通过相对复杂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和感受

域尺寸相对较小的滤波器被提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ａｍｅｒａ

基于多模型融合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的图形

表示如图３所示。根据模型融合的思想，构造出改进
的深度卷积网络结构模型，该模型包含３层不同的卷
积神经网络，每层网络有不同网络结构和不同尺寸感

受域的滤波器，用于提取不同尺寸的人头部特征。最

上层的卷积神经网络是标准的 ＬｅＮｅｔ５模型，其结构
为卷积池化卷积池化，卷积核大小为１１×１１，这层
网络用于提取图像中近景处较大人头部的特征图；中

间层的卷积神经网络类似于标准的 ＡｌｅｘＮｅｔ模型，将
ＡｌｅｘＮｅｔ最后一层最大池化层改为卷积层，其中卷积层
卷积核大小均为７×７，处于图像中间部分的中等尺寸
人头部的特征图被中间层网络提取；最下层的深度卷

积网络类似于 ＶＧＧ１６模型，后面的层次采用了更多
的卷积层并且使用了尺寸为３×３的滤波器，这层网络
提取图像中远景处较小的人头部或一部分被遮挡人头

部的特征图。整个网络结构中的池化操作均为最大池

化，并采用著名的非饱和激活函数之一的整流线性单

元（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ｕｎｉｔ，ＲｅＬＵ）作为激活函数，以提高
人群计数模型的性能。ＲｅＬＵ激活函数的定义如下：

αｉ，ｊ，ｋ＝ｍａｘ（ｚｉ，ｊ，ｋ，０） （４）
式中，ｚｉ，ｊ，ｋ是第ｋ个通道中位置（ｉ，ｊ）处激活函数的输
入。ＲｅＬＵ是一个分段线性函数：负部分全部设置为
零，并仅保留线性的正部分。ＲｅＬＵ的简单 ｍａｘ（·）
操作使其拥有比 ｓｉｇｍｏｉｄ和双曲正切激活函数更快的
计算速度，而且还引入了隐藏单元中的稀疏性，使网络

结构能更容易地获得稀疏表示。甚至没有预训练的情

况下，采用ＲｅＬＵ可以高效地训练深度网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首先每层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和滤波器感受域大

小不同，可以提取图像中不同景深处人头部的特征，然

后由第１层滤波器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对３层网络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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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提取的特征图做信息整合，经过第２层滤波器大
小为１×１的卷积层得到输入图像对应的人群密度图，
最后通过积分得到整幅图像的全部人群计数。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中的全连

接层被两层滤波器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所替代。这
一设计想法是源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的全连接层中有

大量连接和大数量级的参量，且冗多的参量容易较快

导致网络过拟合。为了降低运算时间开销、运行内存

并提高效率，全连接层被滤波器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
所取代，因此模型输入可以是任意分辨率大小的图像。

最后通过采用欧式距离来让模型生成估计密度图回归

到真实密度图。损失函数定义如下：

Ｌ（θ）＝１２ｎ∑
ｎ

ｉ＝１
‖ Ｄ^（Ｘｉ；θ）－Ｄｉ‖

２
２ （５）

式中，Ｌ（θ）表示模型估计出的密度图与真实密度图之
间的损失函数，θ是模型中一系列可学习可优化的权
值参量，ｎ是训练图像的总数量，Ｘｉ表示输入的图像，

Ｄ^（Ｘｉ；θ）表示模型生成的第ｉ幅图像的估计密度图，Ｄｉ
表示第ｉ幅图像对应的真实的密度图。

２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２．１　实验步骤
数据预处理过程包括人头部标记以及高斯滤波均

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及测试过程采
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实验详细步骤如图 ４所示。第 １
步从人群计数数据集中提取原始图像数据，对每幅图

像中人头部正中的位置进行标记，每个红点代表相应

位置上出现一个人头部，并存储人头部标记位置和图

像中人头部个数；第２步是图像预处理，将标记完成的
图像与高斯核卷积生成密度图文件，密度图文件为矩

阵形式，同时将原始图像以及对应的密度图文件中每

个文件随机分割成９小份以扩增数据集；第３步将原
始图像输入构造的基于多模型融合的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中，训练网络并优化权值；第４步通过验证集挑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选出性能最优的网络模型；最后将测试图像输入性能

最优的权值模型中进行测试，输出模型生成的人群密

度图以及对应的预测人数，并与标准的密度图对比计

算出损失函数。

实验运行硬件环境如下：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７
３７７０ＣＰＵ处理器、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１０６０６ＧＢ显
卡、８．００ＧＢＲＡＭ。实验运行软件环境如：ｕｂｕｎｔｕ１６．０４
操作系统，Ｐｙｔｈｏｎ２．７，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ＣＵＤＡ８．０，ＣＵＤ
ＮＮ６．０，ＯＰＥＮＣＶ２．０，Ｐｙｔｏｒｃｈ深度学习框架。
２．２　评价指标

现有的传统人群计数方法均采用平均绝对误差

（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ＭＡＥ）和均方误差（ｅ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
ｅｒｒｏｒ，ＭＳＥ）两种误差来评估模型的性能，本文中也采
用这两种误差作为评价指标，其定义如下：

ＭＭＡＥ ＝
１
Ｎ∑

Ｎ

ｉ＝１
ｃｉ－ｃ^ｉ

ＭＭＳＥ ＝
１
Ｎ∑

Ｎ

ｉ＝１
（ｃｉ－ｃ^ｉ）槡

{ ２

（６）

式中，Ｎ为输入测试图像的总数量，ｃｉ是第 ｉ幅图像的
实际人群数量，^ｃｉ是第 ｉ幅图像模型估计出的人群数
量。ＭＡＥ和 ＭＳＥ是常用的衡量算法性能的评价指
标，前者的数值越小，表明方法估计得越精确；后者越

小，表明方法估计的鲁棒性越高，对抗不稳定因素干扰

的能力越强。

２．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数据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数据集是由上海科技大学采集的人

群计数图像集，这个数据集包含１１９８幅原始图像和总
计３３０１６５个人头部标记，分为ｐａｒｔＡ和ｐａｒｔＢ两个子
集。ｐａｒｔＡ是从互联网上挑选出的图像，这一子集图
像的人群密度通常是非常高的；ｐａｒｔＢ中的图像来自
于上海繁华的闹市区，而这部分图像人群相对地稀疏。

表１为数据集内容组成成分。正因为该数据集是现有
人群计数数据集中带有标记最大的一个，而且两个子

集之间人群密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在这个数据集

上验证提出模型的鲁棒性是具有挑战性的。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ｍａｇｅｓ

ｐａｒｔＡ
ｔｒａｉｎ ３００

ｔｅｓｔ １８２

ｐａｒｔＢ
ｔｒａｉｎ ４００

ｔｅｓｔ ３１６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９８

　　在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数据集上比较了本文中方法与现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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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方法之间的性能差异。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
文中的人群计数方法取得了最好的 ＭＡＥ和与现有方
法很接近的ＭＳＥ。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

ｅ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ｒｔＡ ｐａｒｔＢ

ＭＡＥ ＭＳＥ ＭＡＥ ＭＳＥ

ＬＢＰ＋ＲＲ［９］（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ｉｄｇ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０３．２ ３７１．０ ５９．１ ８１．７

ＭＣＮＮＣＣＲ（ＭＣＮＮｂａｓｅｄｃｒｏｗｄ
ｃｏｕ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４５．０ ３３６．１ ７０．９ ９５．９

ＺＨＡＮＧ［１６］ １８１．８ ２７７．７ ３２．０ ４９．８

ＭＣＮＮ［１］（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ｎ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１０．２ １７３．２ ２６．４ ４１．３

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９７．９９ １５８．０２ ２３．３６ ４１．８６

２．４　ＵＣＦ＿ＣＣ＿５０数据集
ＵＣＦ＿ＣＣ＿５０数据集同样是著名的人群计数数据

集，由ＩＤＲＥＥＳ等人首先提出。该数据集中仅有５０幅
来自互联网的图像，且每幅图像中人数波动较大，平均

每幅图像中有１２８０个人，因此 ＵＣＦ＿ＣＣ＿５０是一个进
行人群估计较为困难的数据集。ＩＤＲＥＥＳ等人为这个
数据集添加了６３９７４个人头部标注。本文中采用５种
交叉验证方法在这个数据集上验证提出人群计数模型

的性能。

在ＵＣＦ＿ＣＣ＿５０人群计数数据集上，同样比较了本
文中的方法与现有５种方法之间的性能差异。从表３
中可以看出，提出的人群计数方法取得了最好的 ＭＡＥ
和与现有方法接近的ＭＳＥ。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ＵＣＦ＿ＣＣ＿

５０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Ｅ ＭＳＥ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２０］ ６５５．７ ６９７．８

ＬＥＭＰＩＴＳＫＹ［２１］ ４９３．４ ４８７．１

ＩＤＲＥＥＳ［７］ ４１９．５ ５４１．６

ＺＨＡＮＧ［１６］ ４６７．０ ４９８．５

ＭＣＮＮ［１］（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７７．６ ５０９．１

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３５４．２７ ４９１．６８

２．５　对比实验
在图像预处理阶段，对图像中出现人头部的位置

添加高斯核时，由于不同大小的高斯核将直接地影响

卷积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及测试性能，因此采用不同

大小的高斯核进行图像预处理，通过对比实验确定网

络性能最优时高斯核的大小。本文中在 ＵＣＦ＿ＣＣ＿５０
数据集上采用不同大小的高斯核对输入图像进行预处

理，对比实验如表４所示。结果表明，当高斯核大小为
３９时，网络模型可以获得最优的性能。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ｋｅｒｎｅｌｓｉｚｅｓｉｎＵＣＦ＿

ＣＣ＿５０ｄａｔａｓｅｔ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ｋｅｒｎｅｌｓｉｚｅ ＭＡＥ ＭＳＥ

３０ ４０６．１７ ５５８．６３

３５ ３９２．２１ ５５２．８６

３９ ３５４．２７ ５０１．６８

４０ ３８７．６５ ５１０．２６

４５ ４２０．４３ ５６２．１７

５０ ３９８．２５ ５４１．１１

　　在构造的基于多模型融合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当
中，将卷积核大小为１×１的卷积层代替传统卷积神经
网络的全连接层，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参量，同时人群计

数精度还有一定的提升。在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和 ＵＣＦ＿ＣＣ＿
５０两个数据集上进行了１×１卷积核层与全连接层不
同网络结构之间的对比实验，如表５和表６所示。对
比结果表明，采用卷积层代替全连接层的结构误差相

对于传统结构较低。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

ｅ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Ａ ｐａｒｔＢ

ＭＡＥ ＭＳＥ ＭＡＥ ＭＳＥ

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ａｙｅｒ １０２．７８ １７２．６０ ２５．４８ ４６．０７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
ｆｉｌｔｅｒｓｉｚｅｉｓ１×１ ９７．９９ １５８．０２ ２３．３６ ４１．８６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ＵＣＦ＿ＣＣ＿

５０ｄａｔａｓ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Ｅ ＭＳＥ

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ｌａｙｅｒ ３７８．８３ ５３５．６０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ｆｉｌｔｅｒｓｉｚｅｉｓ１×１ ３５４．２７ ５０１．６８

２．６　迁移学习
如果一种人群计数模型在一个包含不同大小人头

部的大型数据集上被训练，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迁移或

适应于另一个相似的人群计数数据集上，则证明了该

种模型良好的泛化能力。为了证明作者提出的人群计

数模型的泛化能力，进行迁移学习测试实验。本文中

进行两组迁移学习测试：第１组，在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数据
集上训练出性能较优的权值模型，然后在ＵＣＦ＿ＣＣ＿５０
数据集上测试人群计数结果和误差；第２组，在 ＵＣＦ＿
ＣＣ＿５０数据集上训练模型优化网络，在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数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ＭＡＥ ＭＳＥ
ｇｒｏｕｐ１ ３１９．８９ ４０９．５９
ｇｒｏｕｐ２ １６５．４９ ２４９．０３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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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上测试人群计数结果和误差，两组迁移学习实验

如表７所示。
从表７中可以看出，本文中的方法在第１组实验

中平均绝对误差约为３１９．８９，在第２组实验中平均绝
对误差约为１６５．４９。由于ＵＣＦ＿ＣＣ＿５０数据集中图像
之间人群密度变化极为剧烈，所以第１组估计误差较
高。实验结果表明：本文中提出的人群计数模型在一

个数据集上训练得到性能较优的权值模型，可以较容

易地迁移到另一不同的人群计数数据集上。

３　结　论

为了实现在复杂环境和不同景深中准确估计人数

的目的，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群计数

方法。首先将原始输入图像通过高斯卷积方法转化为

相对应的密度图以实现图像预处理，然后利用构造的

多模型融合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实现复杂环境的准确人

群计数，最后网络后面两层采用卷积核大小为１×１的
卷积层取代传统卷积神经网络的全连接层，对提取特

征图进行信息整合并输出估计密度图。本文中的人群

计数模型在公开人群计数数据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ｃｈ和 ＵＣＦ
＿ＣＣ＿５０上均实现较好的性能。同时该模型可以容易
地迁移到针对另一新数据集的应用当中，证明其具有

良好的泛化能力。良好的人群计数方法可以扩展到其

它领域，如大草原牧场的牛羊数量统计、环境保护区中

植被数量的估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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