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 ８月
第 ３９卷第 ４期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ｕｇ．
Ｖｏｌ．３９

２０２１
Ｎｏ．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５１ ／ ｊｎｗｐｕ ／ ２０２１３９４０８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３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９ＧＹ⁃１１７）资助

作者简介：尉天成（１９９８—），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交通图像分析研究。
通信作者：陈小锋（１９７４—），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智能交通系统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ｘｆ＠ ｎｗｐｕ．ｅｄｕ．ｃｎ

基于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的
道路交通标志识别方法研究

尉天成， 陈小锋， 殷元亮

（西北工业大学 自动化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９）

摘　 要：为了准确识别不同路况下的交通标志信息，提出一种在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模型基础上改进的深度

学习方法。 针对交通标志的显著特征，设计了多路并联全卷积神经网络，对原始图像中的交通标志颜

色、形状以及纹理进行多路特征提取，将多路特征层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特征图，通过图像预处理加强

了模型在多种环境和天气状况下的适应能力。 同时在特征提取网络中加入深浅层特征层的融合特

征，保留浅层特征层的细节纹理信息和深层特征层的语义信息，得到最终特征层能够适应多尺度变化

的交通标志的识别。 在原有 ＲＰＮ候选区域生成网络前，利用交通标志先验知识作为辅助进行目标检

测定位，提出了针对交通标志识别更加合理的候选锚框生成办法。 从先验知识统计交通标志尺寸和

比例结果出发，设计适用于交通标志识别的目标候选框，减少了大量冗余的和负相关的候选框，提高

检测准确度减少检测时间；加入针对深浅特征层的多尺度候选框生成方法，在强化多尺度目标识别能

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小目标检测和识别效果；采用国际通用交通标志规范数据集 ＧＴＳＲＢ ／ ＧＴＳＤＢ
以及国内交通标志数据集 ＴＴ１００Ｋ对模型识别能力进行识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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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路 交 通 标 志 识 别 作 为 智 能 交 通 系 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ＴＳ） ［１］的研究热点，是汽

车自动驾驶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中的道路环境感知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２］。 交通标志识别在交通安

全维护、先进驾驶辅助以及自动驾驶等多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以及无人驾驶等领

域研究的关键和基础［３］。 交通标志识别技术最早

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但受限于当时计算机的性

能，该技术进展缓慢。 ２１ 世纪以来，计算机性能的

快速增强和交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为交通标志识别

技术提供了契机。
戈侠等提出一种线性融合图像方向梯度直方图

特征和局部二值模式特征的方式进行交通标志识

别［４］。 沙莎等提出多通道特征融合的基础上，以图

像的颜色聚类形成的特征作为最小二乘法分类器的

输入进行分类［５］。 Ｍａｄａｎｉ等基于边界颜色、形状等

信息对交通标志进行识别，采用自适应阈值方法和

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识别和分类［６］。 Ａｚｉｚ等提出了

基于互补和判别特征组合的交通标志识别方法，并
结合 ＥＬＭ算法对交通标志进行识别，取得了较高的

准确率［７］。 Ｂｏｕｍｅｄｉｅｎｅ等在交通标志研究基础上，
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提高了交通标志识别的准确

率［８］。 Ｌｉｌｌｏ⁃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等利用 ＨＩＳ的颜色分割方法，
在交 通 标 志 颜 色 分 割 中 取 得 不 错 的 效 果［９］。
Ｇｉｒｓｈｉｃｋ提出 ＲＣＮＮ 模型，该模型通过多层卷积层

可以提取图像的不同特征以及高级语义特征［１０］。
Ｃｈｅｎｇ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背景的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来识别较小目标的交通标志检测方法［１１］。 Ｘｉｏｎｇ 等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 ＲＰＮ 检测全部

中国交通标志检测算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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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像分割模板匹配等方法进行交通标志识

别方法在时间和准确度上存在不足。 现有深度学习

识别方法缺乏针对交通标志的特征设计的网络模

型，难以直接应用于交通标志识别。 本文在现有研

究基础上，针对交通标志识别问题对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模型［１３］进行改进，通过对提取特征的卷积神经网络

以及候选框生成办法进行改进和优化，使得神经网

络能够更加适用于交通标志识别，提高网络模型在

不同天气情况下以及不同尺寸下的识别准确率。

１　 多路并联全卷积网络设计

１．１　 多路并联全卷积网络总体设计思想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可以视为 ２ 个功能模块组成的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即区域建议框推荐网络和全卷积

分类识别网络。 图像首先经过卷积特征提取网络产

生共享特征层，这两个网络模块共享特征提取网络

产生的卷积共享特征层。 区域建议网络会通过共享

特征层产生多个锚框，然后对每个锚框都进行目标

评分，通过这个评分对图形的前景和背景进行区分，

最后根据设定的阈值来判断前景和背景框，将候选

特征送入感兴趣区域（ＲＯＩ 区域）池化层，将候选区

域映射到特征图上，产生候选区域框。 全卷积神经

网络［１４］则将这些候选框作为输入，通过一个全连接

层对目标进行分类和识别。 深度学习网络模型从应

用到图像识别领域发展出了越来越多的深度学习框

架，通过增加网络深度以及优化网络结构，卷积神经

网络在目标识别和分类方面能力也取得了很大的突

破。 这些网络在一般目标识别方面有较好的效果和

适应性，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的应用领域存在局限性。
在交通标识识别方面，直接应用这些卷积神经网络

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交通标志容

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如阳光路灯等光照因素、恶劣天

气造成的能见度不足等因素。 除此之外，在交通标

志图像采集方面，由于采集设备质量元素的影响，以
及采集状态的不同，交通标志图像大小不一，伴随车

辆等采集设备载体的运动过程，交通标志还会产生

形状、大小以及运动模糊等因素阻碍交通标志识别

过程。 为了更好得完成交通标志识别，本文提出一

种多路并联全卷积神经网络，总体设计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多路并联全卷积网络图

　 　 本文对适用于交通标志识别的卷积神经网络进

行特征提取，充分考虑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况，有效

提高了交通标志识别、分类效果。 多路并联的全卷

积神经网络的设计主要从以下 ３ 个方面出发：①考

虑交通标志容易受天气光照等外界因素影响，本文

从交通标志特有的显著特征出发，设计了一种多路

卷积神经网络并联的框架结构，优化交通标志特征

提取网络，使用多路卷积网络对目标进行特征提取，
然后对多个卷积特征层进行融合操作。 通过特征层

融合操作优化后的特征层，使得目标特征更加显著。
②考虑交通标志在采集图像中占比较小，且大小随

距离、角度等因素影响，一般卷积神经网路都缺乏对

于弱小目标的检测识别效果，本文使用串联小卷积

核代替大卷积核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增加对于不同尺

度的感受能力，降低小目标特征的损失，同时对深层

特征和浅层特征进行融合形成最终共享特征层。 本

方法可以避免小目标特征随着网络深度增加而丢失

的情况发生，在使网络具备一定深度的同时，不会损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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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目标特征信息，从而降低交通标志漏检情况的发

生率。 ③使用全卷积网络代替全连接网络，用卷积

层代替全连接层，得到位置敏感 ＲＯＩ 热度图来代替

原来的全连接神经元部分，对 ＲＯＩ 区域热度图计算

得出所有分类的概率，再进行上采样操作得到原图

大小的输出，将特征点映射到原图对目标进行回归。
１．２　 多路并联特征提取网络设计实现

本文网络模型对目标图像进行预处理，将图像

信息分别送入多路并联卷积神经网络。 输入图像大

小为 Ｌ × Ｌ，经过 ２层大小为 ３ × ３，层数为 ９６的前 ２
层卷积层，以步长为 ２进行卷积运算，得到 Ｌ ／ ４大小

的特征图，然后经过平均值池化操作，将特征图大小

缩减为 Ｌ ／ ８。 第三层卷积层使用大小为 ３ × ３ 的 ２６
层卷积核，层数为 ２５６ 的卷积层以步长为 １ 进行运

算，经过最大值池化后输出 Ｌ ／ １６的特征图。 第四层

卷积层大小为 ３ × ３，选择 ５１２层的特征层，步长为 １
卷积，经过最大值池化后输出 Ｌ ／ ３２大小的特征图。
最后使用大小为 ３ × ３，层数为 １ ０２４的卷积核，步长

为 ２，进行卷积，经过下采样后输出 Ｌ ／ ６４的特征图。
使用大小为 １ × １的卷积层代替全连接层的卷积神

经网络，生成目标 ＲＯＩ 区域和目标 ＲＯＩ 热度图，计
算最终类别分类概率进行分类，并在原图上对目标

进行定位和识别。
在本文所使用网络中，使用 ３×３ 大小卷积核卷

积层进行卷积运算，取消了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中的 ５×５
等多种大卷积核的卷积操作，原因在于 ３×３ 的卷积

对于图像所有细节特征感知更加敏感，能够捕捉更

详细的目标特征，降低细节特征信息丢失。 通过 ２
个 ３×３卷积层代替 ５×５ 卷积层，在感受野方面起到

同样的效果。 用 ２ 层小卷积核代替大卷积核，可以

增加网络深度和网络的非线性特征提取能力，加强

对于非线性目标的拟合能力。 在参数数量方面，相
同层数的卷积层，５×５卷积层需要的参数量 ５×５×Ｎ。
２个 ３×３卷积层需要的参数量为 ３×３×２Ｎ，参数量减

少了 ２８％。 不同大小卷积核效果图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不同大小卷积核效果图

１．３　 全卷积网络改进设计和优化

使用多层卷积核进行特征提取，根据网络深度

不同，得到的卷积特征图所表达的特征也不一样。
浅层的特征层对于小范围区域内特征比较敏感，能
够获得目标的局部详细特征；深层的特征层则注重

于较大范围区域内特征层的表达，能够概括目标比

较全面的轮廓特征信息，因此卷积神经网络可以依

靠增加网络深度提取更多的特征。 但随着卷积层层

数的增加，往往会丢失部分小目标的特征信息，造成

目标漏检。 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使用了一种深浅

层特征融合的特征提取方法，选用了第二层、第四层

和第六层得到的特征层进行融合，对浅层和深层特

征层分别进行池化操作和反卷积操作，使得 ３ 层特

征大小统一。 对于输入 Ｌ × Ｗ 大小的图片，经过融

合卷积层特征后得到最终的特征层大小为（Ｌ ／ ３２）
× （Ｗ ／ ３２）。 得到的特征图既包含了低层小目标和

详细特征，也包含了高层特征层代表的语义信息。
由于全连接层的特性，整个网络参数量巨大，使

得模型训练速度降低；而且全连接网络一旦确定结

构，输入图像的尺寸将不再变化。 使用 ３层大小为 １
× １，层数分别为４ ０９６，４ ０９６，１ ０００的卷积层代替全

连接层。 各卷积层的输出分别为 ２ 组 ４ ０９６ ×
（Ｌ ／ ６４） × （Ｌ ／ ６）和１组 ｋ２ × （Ｃ ＋ １）大小特征向量，
其中Ｃ表示类别数，ｋ表示ＲＯＩ区域被划分的子区域

大小。 计算候选框内各个子块是目标子领域的概

率，最后计算候选框内平均值，得到所有分类的得分

图。 位敏得分计算公式为

Ｓｃ（ ｉ，ｊ ｜ Θ） ＝ １
ｍ × ｎ∑

ｍ

ｘ ＝ １
∑

ｎ

ｙ ＝ １
ｚｉ，ｊ，ｃ（ｘ ＋ ｘ０，ｙ ＋ ｙ０ ｜ Θ）

（１）
式中： Ｓｃ（ ｉ，ｊ ｜ Θ）为（ ｉ，ｊ）位置第 Ｃ个类别的目标概

率得分；ｚｉ，ｊ，ｃ 是（Ｃ ＋ １） 个类别得分图之一。 （ｘ０，
ｙ０） 对应 ＲＯＩ区域的左上角，ｍ × ｎ 是每个子区域内

像素个数。 然后通过计算 ｋ２ 获得 ＲＯＩ 区域的最终

得分，产生长度为（Ｃ ＋ １） 的一维向量，将该向量送

入 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计算最终得分，计算公式如（２） 式所

示。

Ｓｃ（Θ） ＝ ｅＳｃ（ ｉ，ｊ） ／∑
ｋ

ｐ ＝ １
ｅＳｐ（ ｉ，ｊ） （２）

　 　 全卷积网络对于输入图像尺寸没有限制，使用

卷积层代替全连接层，生成位置敏感热度图来对目

标特征图进行分类，每个特征点可以直接映射原图

中的像素点。 当输入图片大小和卷积核大小一致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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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用卷积层等价于建立全连接，但仍有所区别：
全连接不会学习过滤，会给每个连接分权重并不会

修改连接关系；卷积则是会学习有用的关系，没用的

关系它会弱化或者直接舍弃。 这样卷积块可以共用

一套权重，减少重复计算，还可以降低模型复杂度。
但是全卷积神经网络用来分类识别特征图经过多层

卷积运算后，特征信息压缩，特征点尺寸缩小，造成

对于细节不太敏感，而且在与原图映射像素点的时

候，由于丢失部分像素点的信息，丢失了部分空间信

息，对于目标识别和目标框回归会造成一定的偏差。

本文对用于交通标志识别的全卷积神经网络做

出了优化，具体原理如图 ３ 所示。 使用不同层的特

征层，进行反卷积运算；将特征图扩充到原图大小，
通过将特征层分别反卷积扩充到原图大小，然后进

行加权融合，弥补了最终特征图直接反卷积运算至

原图大小的不足之处。 优化后的网络实现了端到端

的映射关系，对于特征识别分类和回归有着积极的

作用。 通过不同特征层包含的信息对反卷积过程中

缺失的信息进行填补，提高了目标分割细节和精确

度，有助于交通标志的识别和回归。

图 ３　 全卷积网络上采样优化流程图

２　 改进 ＲＰＮ 候选框生成办法

２．１　 基于先验知识的候选框生成办法

交通标志的颜色以红黄蓝搭配白色和黑色的图

案为主，形状多为圆形、三角形和矩形构成，其大小

比例有着统一的标准。 所以从交通标志先验知识出

发，将这些先验特征融入交通标志识别算法有着事

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针对国际统一规范交通标志数

据集 ＧＴＳＲＢ，对其先验特征进行统计。

图 ４　 交通标志先验知识统计

　 　 由图 ４ａ）中可以看出，数据集中交通标志散点

图呈线性分布，分布于直线 ｙ ＝ ｘ 的两侧，长宽比以

１ ∶ １为主。 由柱状图４ｂ）可以看出大部分交通标志

尺寸大小主要集中于 ２５ × ２５像素至 ６０ × ６０像素的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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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根据 ＲＰＮ候选框常用方法，在固定锚点的

基础上，使用 ３种不同尺度（１２８，２５６和 ５１２），以及 ３
种不同宽高比（０．５，１和 ２） 作为候选区域框的生成

参数，对于每一个锚点生成共 ９种候选区域，这种生

成办法对于一般情况下多尺度目标识别有较好的效

果。 但是由于交通标志尺寸大小大部分集中在６０ ×
６０像素以下，而且宽高散点图都集中分布在 ｙ ＝ ｘ 两

侧，所以 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 原有的 ＲＰＮ 生成方法不适用

于本文所研究的交通标志识别问题。 因此本文对于

ＲＰＮ候选区域生成办法针对交通标志先验知识进

行了改进。
由于交通标志图像往往在原图中占比小，占有

像素数据量少，ＲＰＮ网络原有的生成候选区域 ３ 种

尺度在交通标志识别的场景下过大，本文用更小的

分布更加均衡的尺寸为标准来生成候选框，分为 ３
种尺度（３２，６４，１２８）在每个锚点的位置生成候选区

域。 经过对数据集先验知识的统计，使用 ３２，６４ 和

１２８的候选区域大小组合能够覆盖数据集中大部分

交通标志的大小范围。 在 ＲＰＮ的训练过程中，若某

个锚点 ｉ 所在的预测框 ｐｉ 与边界框重叠超过某个阈

值，或该边界框具有最高的交并比，则该边界框的标

签 ｐ∗ｉ 记为 １，否则记为 ０。 描述预测框的参数向量

［ｘ，ｙ，ｗ，ｈ］ 记为 ｔｉ，则有损失函数

Ｌ（｛ｐｉ｝｛ ｔｉ｝） ＝
１
Ｎｃｌｓ
∑

ｉ
Ｌｃｌｓ（ｐｉ × ｐ∗ｉ ） ＋

　 　 λ １
Ｎｒｅｇ
∑

ｉ
ｐ∗ｉ Ｌｒｅｇ（ ｔｉ × ｔ∗ｉ ） （３）

式中， Ｌｃｌｓ 与 Ｌｒｅｇ 别是锚点 ｉ 的分类损失与回归损失

函数。 ＲＰＮ 通过进行端对端的训练，使损失函数最

小化。
２．２　 增强型小目标候选框生成办法

对于较小的检测目标，深度不同的特征层中特

征点在原图中映射的区域大小不同，浅层的特征点

映射 ＲＯＩ１ 区域，占比较小，深层特征层映射 ＲＯＩ２ 区
域，占比较大。 由此可知卷积特征层的深度与映射

到原图占比成正相关，因此针对交通标志在图形中

占比和尺度较小的问题，使用以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为基

础的两阶段目标识别框架，能够降低目标漏检率以

及生成更加有效的预测框。 据此，本文提出了一种

增强型的目标预测框生成办法，其原理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增强型候选框生成方法

　 　 交通标志数据集的统计数据显示，交通标志尺

寸大小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 ２５×２５ 像素至 ６０×６０
像素之间。 为了降低小目标漏检情况的发生，本文

提出的增强型候选框生成方法使用双层特征层根据

锚点进行候选框生成。 小目标特征往往在第三层特

征层比较全面，细节详实且特征点映射到原图的区

域大小与小尺寸交通标志目标大小相近。 因此本文

在共享特征层和低层特征层共同生成候选框，在原

图上生成锚点框作为候选区域。 根据先验知识对候

选框生成办法进行优化，只生成 ３ 种尺寸大小的正

方形候选框。 为了增强小目标交通标志候选框的检

测率和候选框有效性，２ 层特征层各生成 ３ 个尺寸

的候选框。 增加一定数量的候选框，会增加时间的

消耗，但在训练结果上对于交通标志的识别效果有

明显的提升。
２．３　 模型训练损失函数

本文在训练卷积网路模型时，利用多路并联全

卷积神经网络来完成目标的特征提取，结合 ＲＰＮ训

练来得到目标候选区域，属于两阶段学习法深度学

习网络，所以网络训练需要使用多任务损失函数来

最小化目标函数，任务损失函数如公式（３）所示。
其中分类损失 Ｌｃｌｓ 是一个二分类问题的对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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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函数

Ｌｃｌｃ（ｐｉ，ｐ∗ｉ ） ＝ － ｌｎ［ｐｉｐ∗ｉ ＋ （１ － ｐｉ）（１ － ｐ∗ｉ ）］
（４）

　 　 对于回归损失函数 Ｌｒｅｇ 有
Ｌｒｅｇ ＝ Ｒ［ ｔｉ － ｔ∗ｉ ］ （５）

式中， Ｒ 是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中的平滑损失函数

Ｒ（ｘ） ＝
０．５ｘ２，　 　 　 ｜ ｘ ｜ ＜ １
｜ ｘ ｜ － ０．５，　 ｜ ｘ ｜≥ １{ （６）

式中回归损失函数中位置坐标向量计算方法如下：

ｔｘ ＝
（ｘ － ｘａ）

ｗａ
， ｔｙ ＝

（ｙ － ｙａ）
ｈａ

（７）

ｔ∗ｘ ＝
（ｘ∗ － ｘａ）

ｗａ
， ｔｙ ＝

（ｙ∗ － ｙａ）
ｈａ

（８）

ｔｗ ＝ ｌｎ ｗ
ｗａ

æ

è
ç

ö

ø
÷ ， ｔｈ ＝ ｌｎ ｈ

ｈａ

æ

è
ç

ö

ø
÷ （９）

ｔ∗ｗ ＝ ｌｎ ｗ∗

ｗａ

æ

è
ç

ö

ø
÷ ， ｔ∗ｈ ＝ ｌｎ ｈ∗

ｈａ

æ

è
ç

ö

ø
÷ （１０）

３　 交通标志识别效果分析

３．１　 数据集处理

以 ＧＴＳＲＢ数据集为例，受实际交通状况中对各

种交通标志使用频率的影响，各类别的交通标志数

量往往差异较大，各类别数量分布并不均衡，样本类

别分布如图 ６所示。 训练集的类间分布不平衡将会

导致识别算法倾向于那些高频的交通标志，针对该

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对交通标志数据集进行数据增

广，数据增广后的样本类别数量分布如图 ７所示。

图 ６　 样本类别数量分布图

图 ７　 数据增广后样本类别数量分布图

对于个别数量较少的数据集，通过以下 ２ 种方

法进行处理：①对其图像进行缩放、平移、旋转等处

理，使训练数据集得以扩充，增加该类别的交通标志

的数量，增强数据集对于实际交通标志分布位置多

变情况下的体现；②通过仿射变换增加数据标本，仿
射变换可以增加数据集对于实际中不同角度不同距

离等多种情况的模拟。
在实际的交通道路情况下，由于行道树的影响，

通常会出现树木直接遮挡交通标志或遮挡阳光导致

光照不均的现象。 此外，交通标志采集常受到雾霾

等天气的影响，导致图像模糊。 为了减小以上问题

对于交通标志识别的影响，采用直方图均衡化操作

改善图像中光照不均或者因光照过强等情况；采用

去雾处理降低雾天等情况的模糊状况。 经过预处理

效果如图 ８所示，图 ８ａ） ～８ｃ）为原图，图 ８ｄ） ～８ｆ）为
处理效果图，可见通过采取交通标志图像的直方图

均衡化、去雾处理预处理操作，可以使目标图像更加

清晰，特征更加明显，经过预处理之后再进行目标检

测和识别有利于提高目标识别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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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预处理效果对比图

３．２　 数据集识别效果分析

首先使用 ＧＴＳＲＢ 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集对网

络模型进行训练，来验证模型对于交通标志识别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该数据集采集了不同光照强度，
不同天气状况下的各类交通标志样本。 如图 ９所

图 ９　 正确率和损失值变化曲线

示，随着训练迭代轮次增加，模型训练准确率也逐渐

增加，损失值不断减少，曲线变化过程稳定。
对数据集 ＧＴＳＲＢ 经过训练后将各类交通标志

训练结果数量按警告、禁止、指示和其他进行归类，
对训练正确和错误的样本进行统计后计算各类交通

标志最终的识别准确率和召回率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数据集 ＧＴＳＲＢ识别准确率

标志类别 准确率 ／ ％ 召回率 ／ ％
警告 ９６．２ ９３．３
禁止 ９５．５ ９０．２
指示 ９４．７ ９１．８
其他 ９３．２ ８７．９

全类平均 ９４．９ ９０．８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所使用的多路并联

全卷积神经网络在 ＧＴＳＲＢ 数据集上获得了 ９４．９％
的准确率和 ９０．８％的召回率。 文献［１５］使用了多

种基于传统图像的识别算法，使用 ＨＯＧ特征进行检

测后使用 ＳＶＭ分类器进行分类。 通过对表 ２ 的数

据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在结果中取得

了更好的识别效果。
表 ２　 ＧＴＳＲＢ不同方法识别效果对比

方法 准确率

ＨＯＧ＋ＳＶＭ ０．７７６

ＬＢＰ＋ＳＶＭ ０．７１１

ＬＢＰ＋ＲＦ ０．６９７

ＰＩ＋ＬＤＡ＋ＳＶＭ ０．８２３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０．９１８

ＬＤＡ＋ＲＦ ０．８２３

本文方法 ０．９５４

由于实际情况中，存在大部分小目标和小占比

的交通标志情况，为了测试本文方法对于小目标识

别效果，对数据集 ＧＴＳＤＢ［１６］进行训练测试。 ＧＴＳＤＢ
数据集来自实际交通路况图像采集，图像分辨率较

大，样本类型丰富，光照条件随采集时状态多样化，
并且包含复杂的街景路况信息，目标占比小。 本文

方法与传统图像处理识别和原始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３ 种

方法的模型训练正确率曲线对比效果图如图 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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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不同方法正确率曲线变化对比图

将本文所提出的算法与以上几种不同算法在不

同尺度区间内检测效果进行对比，取数据集样本

［０，４８］，［４８，１２８］，［１２８，４８０］作为 ３个不同的训练

集和测试集，将训练集对网络进行训练之后，对测试

集中的样本进行测试得到本文方法针对数据集样

本，在不同尺寸下的准确率。 然后将最终得到目标

识别准确率与文献［１７］中的识别准确率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多尺度下目标识别效果对比 ％

方法
不同尺寸范围

［０，４８］ ［４８，１２８］ ［１２８，４８０］

选择性搜索 ４８．１ ５７．９ ７０．８

文献［１８］ ８２．７ ９１．６ ８９．１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７２．９ ７６．８ ８２．４

本文算法 ９０．４ ９３．２ ９１．４

通过表中结果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数据集

ＧＴＳＤＢ条件下，选择性搜索算法在较大尺寸的交通

标志目标上识别率较高，但是对于小目标识别率大

幅度降低。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虽然识别准确率提高，但是

其识别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本文使用在此基础上改

进的网络后，不同尺度的目标识别率都优于其他几

种方法。 通过效果对比可以验证本文方法对于小目

标交通标志有着较强识别敏感度，且在不同尺寸的

交通标志图像目标上都具备较强的鲁棒性。
最后使用数据集 ＴＴ１００Ｋ 进行训练检测识别，

该数据集样本分辨率更大，大小规范为 ２ ０４８ ×
２ ０４８，而交通标志所占尺寸变得更小，所以使得交

通标志识别变得更加困难。 使用数据增广和预处理

之后进行识别检测，效果如表 ４所示。
表 ４　 ＴＴ１００Ｋ 识别效果 ％

标志类别 准确率 召回率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７３．５ ７２．６

本文方法 ８１．４ ８０．７

数据增广（本文方法） ８３．２ ８１．５

特征增强（本文方法） ８５．５ ８３．０

４　 结　 论

本文在原有神经网络模型上针对交通标志特征

进行改进。 从交通标志特有的显著特征出发，设计

了一种多路卷积神经网络并联的框架结构，使用多

路卷积网络对目标进行特征提取，对多个卷积特征

层进行融合操作；通过特征层融合操作优化后的特

征层，使得目标特征更加显著，减缓了交通标志容易

受天气光照等外接因素的影响。 使用串联小卷积核

代替大卷积核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增加对于不同尺度

的感受能力，降低小目标特征的损失。 本方法可以

使小目标特征随着网络深度增加而丢失的情况发生

的概率降低，在使得网络具备一定深度的同时，不会

损失目标特征信息，从而能够降低交通标志漏检情

况的发生率。 使用多层特征层生成锚点框的办法增

强了小目标候选框生成。 实验结果表明，在交通标

志识别上，本文所使用的方法相比较于传统图像识

别方法和原始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网络能够取得更好的检

测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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