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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的方面涉及一种方法，包括：使用训

练图像(320)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

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330)来训练深度神经网

络(310)。所述深度神经网络(310)在每个图像上

输出紧密边界框(340)。可以在所述深度神经网

络(310)处接收第一图像(510)。可以使用所述深

度神经网络(310)来对所述第一图像(510)进行

评估。然后可以生成识别所述第一图像(520)中

的商户店面位置的边界框(522、524、52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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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法，包括：

使用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

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图像上输出第一多

个边界框；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接收第一图像；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评估所述第一图像；以及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

多个边界框识别所述第一图像中的两个或更多个商户店面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还包括：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检测所识别的商户店面位置中

的每个处的商户信息；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通过添加来自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中的每个边界框的

信息与在由所述边界框识别的所述商户店面位置处检测的所述商户信息来更新商户信息

的数据库；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从用户接收对于商户信息的请求；以及

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从所更新的数据库检索所请求的商户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包括所述第一图像中并排布

置的两个边界框，所述两个边界框识别两个离散的商户店面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

在给定训练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

基于所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

在所述第一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

基于给定训练图像的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

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所述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

的可能性；以及

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移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

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所述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

的可能性；以及

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位置移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使用后分类；并且

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使用后分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

计算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中的每个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概率；

基于所计算的概率对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进行排名；以及

基于所述排名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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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将所述第二多

个边界框中阻挡所识别的商户店面位置的视图的对象移除。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训练图像和所述第一图像是全景的。

12.一种系统，包括：

深度神经网络；以及

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被配置成：

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图像上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

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处接收第一图像；

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评估所述第一图像；以及

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识别所述第一图

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来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在给定训练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

基于所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位置来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来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

在所述第一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

基于给定训练图像的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来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所述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

的可能性；以及

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移除。

16.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来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

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所述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

的可能性；以及

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位置移除。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

通过使用后分类来训练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及

通过使用后分类来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

18.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来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

计算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中的每个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概率；

基于所计算的概率对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进行排名；以及

基于所述排名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19.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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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成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将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中阻挡所识别的商户店面位置的视图

的对象移除。

20.一种非瞬态、有形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存储有程序的

计算机可读指令，所述指令当被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执行时使得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

来执行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

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图像上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

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处接收第一图像；

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评估所述第一图像；以及

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识别所述第一图

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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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影像发现商户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是于2015年8月7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4/821 ,128的继续申请，所述

美国专利申请的公开内容特此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3] 互联网上可获得的大量地理定位的街道级照片为检测和监测人造建筑物以帮助

建立精确的地图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建筑物的示例可能包括诸如餐馆、服装店、加油

站、药店、自助洗衣店等本地商户。消费者对于通过在流行的搜索引擎上进行本地相关查询

来寻找这类商户的兴趣很高。准确地识别世界各地这类本地商户的存在是一项不简单的任

务。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的各方面提供一种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用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使用训

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网

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图像上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使用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

来接收第一图像；使用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深度神经网络来评估所述第一图像；以及使

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多个边

界框识别所述第一图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0005] 在一个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和所述深度神经

网络来检测所识别的商户店面位置中的每个处的商户信息；以及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

装置，通过添加来自第二多个边界框中的每个边界框的信息与在由边界框识别的商户店面

位置处检测的商户信息来更新商户信息的数据库。在该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所述

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从用户接收对于商户信息的请求；以及使用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

置来从所更新的数据库检索所请求的商户信息。

[0006] 在另一示例中，第二多个边界框包括第一图像中并排布置的两个边界框，所述两

个边界框识别两个离散的商户店面位置。在一个示例中，训练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在给定

训练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基于所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

或多个边界框移除。在另一示例中，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在第一图像的一部分上应

用粗滑窗；以及基于所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0007] 在另一示例中，训练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

信度分数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性；以及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

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移除。在另一示例中，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确定每

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性；以及

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位置移除。在另一示例

中，训练深度神经网络还包括使用后分类；并且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使用后分类。在

另一示例中，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计算给定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概率；基于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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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概率对第二多个边界框进行排名；以及基于所述排名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在另

一示例中，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还包括将第二多个边界框中阻挡所识别的商户店面位置的

视图的对象移除。在另一示例中，训练图像和第一图像是全景的。

[0008]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提供系统。所述系统包括深度神经网络和一个或多个计算装

置。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被配置成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

多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图像上输出

第一多个边界框；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处接收第一图像；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评估第

一图像；以及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多个边界框识别所

述第一图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0009] 在一个示例中，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训练深度神经网

络：在给定训练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基于所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

位置来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在另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

过以下方式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在所述第一图像的一部分上应用粗滑窗；以及基于所

述给定训练图像的所述一部分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

[0010] 在另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训练深度神

经网络：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

的可能性；以及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移除。在

另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

确定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所述置信度分数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

性；以及将与具有小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相对应的边界框位置移除。在另

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使用

后分类；以及通过使用后分类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

[0011] 在另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生成第二多

个边界框：计算给定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概率；基于所述计算的概率对第二多个边界框

进行排名；以及基于所述排名将一个或多个边界框移除。在另一示例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计

算装置还被配置成通过以下方式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将第二多个边界框中阻挡所识别

的商户店面位置的对象移除。

[0012]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提供非瞬态、有形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上存储有程序的计算机可读指令。当所述指令被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执行时引起所述

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执行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所述训练图像

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在每个训练

图像上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处接收第一图像；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

络来评估第一图像；以及使用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来生成第二多个边界框，所述第二多个边

界框识别所述第一图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各方面的示例系统的功能图。

[0014] 图2是图1的示例系统的示意图。

[0015]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各方面的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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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4是根据本公开的各方面的另一示例图。

[0017] 图5是根据本公开的各方面的示例输入和输出。

[0018]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各方面的示例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概述

[0020] 本技术涉及自动地生成识别图像中的不同商户店面的边界框。换句话说，单个卷

积网络评估可以被用于直接地预测多个边界框以及其置信度分数。在卷积神经网络和后分

类中使用深度学习，能够以比其他方法更高的准确度和速度来识别全景图像中的店面。对

商户店面的准确检测和分割为在后期处理中提取关于特定商户的信息提供机会。例如，可

以提取文本和图像来提供关于识别的商户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该信息可以被用来更加

精确地确定商户的位置。

[0021] 从街道级照片中提取任意的商户店面是一个难题。复杂性来自于：店面外观跨商

店类别和地理的高度类内差异性，店面物理层面上的固有歧义性，城市地区中的商户彼此

邻近，以及全球范围内店面的大规模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该任务即使对于人类注解者来说

也是模糊的。诸如噪音、运动模糊、阻挡、照明变化、镜面反射、视角、地理定位错误等图像采

集因素进一步导致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全球可能有数亿家商户，并且可能存在数十亿街道

级影像。鉴于该问题的范围和商户的周转率，人工注解费用过高，且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对于自动化方法而言，在合理的时限内对世界范围内的商户进行检测非常需要执行效

率。

[0022] 对商户店面进行检测是从影像提取可用商户清单的多步骤过程中的第一步和最

关键的一步。对店面的精确检测支持进一步的下游处理，诸如店面的地理定位、文本的OCR、

商户名称和其他属性的提取、类别划分等。

[0023] 卷积神经网络可以被用来检测图像中商户店面。卷积网络是含有具有绑定参数的

节点集合的神经网络。可用的训练数据的大小和计算能力的可用性的提高，结合诸如分段

线性单位和丢弃(dropout)训练等的算法进步已经带来许多计算机视觉任务的重大改进。

在诸如现今可用于许多任务的那些巨大数据集上，过度拟合并不是问题；增加网络大小提

供了测试准确度的改进。对计算资源的最佳使用变成限制因素。为此，可以使用深度神经网

络的分布式、可扩展实施方式。

[0024] 通常来说，通过在图像中穷尽搜索感兴趣的对象来执行对象检测。此类方法产生

对应于对象存在于该位置处的概率图。通过非最大抑制或基于均值移位的方法对该概率图

进行后期处理，然后生成离散检测结果。为了应对穷尽搜索的计算复杂性，使用图像分割技

术来生成若干建议的选择性搜索可以大大减少要搜索的参数的数量。

[0025] 本文所公开的技术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指派最终检测分数，并采用从像素到离散

边界框的完全习得方法。端到端的习得方法具有以下优点：其使用单个网络来整合建议生

成和后期处理，以同时对大量的建议和置信度进行预测。仅依赖该方法的置信度输出就可

以产生高品质的结果，但是通过运行额外的专用后分类器网络可以进一步推进精度。即使

具有额外的后分类阶段，该技术也仍然比其前身快了几个数量级。

[0026] 为了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可以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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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使用训练图像，深度神经网络可以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以及其相应置信度分数。每

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可以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性。每个边界框可以与

商户店面位置匹配。在训练过程中，可以使用粗滑窗来评估训练图像，粗滑窗也称作多裁剪

评估。为了进一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应用后分类来提炼多裁剪评估的结果。后分类可

以包括计算给定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概率。

[0027] 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可以接收待评估的图像。可以使用多裁剪评估和后分类来识

别和评估图像的特征。基于该评估，深度神经网络可以生成识别可能的商户店面位置的第

二多个边界框，其中每个边界框可以含有仅一个商户店面的图像。

[0028] 示例系统

[0029] 图1和图2包括可以实现上面所描述的特征的示例系统100。不应将其视为限制本

公开的范围或本文所描述的特征的有用性。在该示例中，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计算

装置110、120、130、140以及存储系统150。计算装置110中的每个可以含有一个或多个处理

器112、存储器114和通常存在于通用计算装置中的其他组件。计算装置110的存储器114可

以存储可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12访问的信息，包括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12执行的指

令116。

[0030] 存储器114还可以包括可以由处理器来检索、操纵或存储的数据118。数据可以包

括图像。该图像可以是全景图像或具有超过180度——例如多达360度——的视野的图像。

另外，全景图像可以是球形的或接近球形的。图像可以描绘与有关每个商户店面在每个图

像内的位置的信息相关联的各种商户店面。该信息可以识别描绘单个商户店面的像素范

围；例如，一些图像可以含有位于图像上每个商户店面所在处的边界框。多个这些图像可以

被识别为训练图像。不与有关商户店面的位置的信息相关联的其他图像也可以被存储在存

储器中。数据还包括每个商户店面的地理定位。存储器可以是能够存储可由处理器访问的

信息的任何非瞬态类型，诸如硬盘驱动器、存储卡、ROM、RAM、DVD、CD-ROM、能写存储器和只

读存储器。

[0031] 指令116可以是将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直接地执行的任何指令集，诸如机器代码，

或者间接地执行的任何指令集，诸如脚本。就这一点而言，术语“指令”、“应用”、“步骤”和

“程序”在本文中可以互换使用。指令可以存储为目标代码格式以便由处理器直接处理，或

者存储为任何其他计算装置语言，包括按需解释或提前编译的独立源代码模块的脚本或集

合。指令可以包括引起诸如计算装置110的一个或多个计算装置来充当深度神经网络的指

令。下面更加详细地解释了指令的功能、方法和例程。

[0032]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12可以根据指令116来检索、存储或修改数据118。举例来说，

虽然本文所描述的主题不受任何特定数据结构限制，但是数据可能存储在计算机寄存器

中，作为具有许多不同的字段和记录的表格或XML文档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数据可以被

格式化为任何计算装置可读格式，诸如但不限于二进制值、ASCII或统一代码。此外，数据可

以包括足以识别相关信息的任何信息，诸如编号、描述性文本、专有代码、指针、对存储在诸

如其他网络位置处等其他存储器中的数据的引用或者被函数用于计算相关数据的信息。

[0033]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12可以是任何常规处理器，诸如市场上可购得的CPU。替选地，

处理器可以是专用组件，诸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或其他基于硬件的处理器。虽然不是

必需的，但是计算装置110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包括专门的硬件组件来更快或更有效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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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定的计算过程，诸如对视频进行解码，将视频帧与图像进行匹配，使视频失真，对失真

的视频进行编码等。

[0034] 虽然图1功能地将计算装置110的处理器、存储器和其他元件示出在同一个框内，

但是处理器、计算机、计算装置或存储器可以实际上包括可能存储在或可能不存储在同一

个物理壳体内的多个处理器、计算机、计算装置或存储器。例如，存储器可以是位于与计算

装置110的壳体不同的壳体中的硬盘驱动器或其他存储介质。因此，引用处理器、计算机、计

算装置或存储器应被理解成包括引用可能并行操作或可能非并行操作的处理器、计算机、

计算装置或存储器的集合。例如，计算装置110可以包括作为负载平衡的服务器群来操作的

服务器计算装置。另外，虽然下面描述的一些功能被指示为在具有单个处理器的单个计算

装置上发生，但是本文所描述的主题的各种方面可以由多个计算装置例如通过网络160传

达信息来实现。

[0035] 计算装置110中的每个可以位于网络160的不同节点处，并且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

与网络160的其他节点通信。虽然图1至图2中仅示出几个计算装置，但是应了解，典型的系

统可以包括大量连接的计算装置，其中每个不同的计算装置位于网络160的不同节点处。网

络160可以是采用多层模型的深度神经网络，其中较底层的输出被用于构建较高层的输出。

可以使用各种协议和系统将网络160和本文所描述的中间节点互连，以使得该网络可以是

互联网、万维网、特定内联网、广域网或局域网的一部分。该网络可以利用诸如以太网、WiFi

和HTTP等标准通信协议、对于一个或多个公司来说是专有的协议、以及前述协议的各种组

合。虽然当如上所述来传递或接收信息时获得了某些优点，但是本文所描述的主题并不限

于任何特定的信息传递方式。

[0036] 举例来说，计算装置110中的每个可以包括能够经由网络与存储系统150以及计算

装置120、130和140通信的网络服务器。例如，服务器计算装置110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使用

网络160来在诸如计算装置120、130或140的显示器122、132或142的显示器上向诸如用户

220、230或240的用户传递和呈现信息。就这一点而言，计算装置120、130和140可以被视为

客户端计算装置，并且可以执行本文所描述的特征中的全部或一些。

[0037] 客户端计算装置中的每个可以被配置成与服务器计算装置110类似，具有如上面

所描述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存储器和指令。每个客户端计算装置120、130或140可以是意

在由用户220、230、240使用的个人计算装置，并且具有通常与个人计算装置结合使用的所

有组件，诸如中央处理单元(CPU)、存储数据和指令的存储器(例如，RAM和内部硬盘驱动

器)、诸如显示器122、132或142等显示器(例如，具有屏幕的监视器、触摸屏、投影仪、电视或

可操作来显示信息的其他装置)以及用户输入装置124(例如，鼠标、键盘、触摸屏或麦克

风)。客户端计算装置还可以包括用于捕获静态图像或记录视频流的相机126、扬声器、网络

接口装置以及用于将这些元件彼此连接的所有组件。

[0038] 虽然客户端计算装置120、130和140可以各自包括全尺寸的个人计算装置，但是它

们可能可选地包括能够通过诸如互联网等网络与服务器无线地交换数据的移动计算装置。

仅举例来说，客户端计算装置120可以是移动电话，或者是诸如带无线支持的PDA、平板PC或

能够经由互联网获得信息的上网本等装置。在另一示例中，客户端计算装置130可以是头戴

式计算系统。举例来说，用户可以利用相机的视觉信号或触摸屏来使用小键盘、按键、麦克

风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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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与存储器114一样，存储系统150可以是能够存储可由服务器计算装置110访问的

信息的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化存储装置，诸如硬盘驱动器、存储卡、ROM、RAM、DVD、CD-ROM、能

写存储器和只读存储器。另外，存储系统150可以包括分布式存储系统，其中数据存储在可

以物理地位于相同或不同的地理位置处的多个不同的存储装置上。存储系统150可以经由

如图1中所示出的网络160连接至计算装置，和/或可以直接地连接至或并入计算装置110至

140中的任何一个的存储器中(未图示)。

[0040] 存储系统150还可以存储图像。这些图像可以包括各种类型的图像，诸如全景图像

或具有超过180度——例如多达360度——的视野的图像，该图像尤其描绘一个或多个商户

店面。在一些示例中，给定图像可以与识别给定图像内的每个商户店面的位置的信息相关

联。例如，关于给定图像的店面信息可以包括：给定图像中对应于一个或多个店面的一个或

多个像素范围，和/或对应于给定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的形状的图像坐标。举例来

说，店面信息可以由对应于图像中的每个商户店面位置的边界框来表示。图像中的至少一

些可以被识别为如下面所讨论的训练图像。存储系统150还可以包括地理定位信息，或有关

多个商户店面的地理位置的信息。

[0041] 示例方法

[0042] 如图3中所示，可以通过使用训练图像320集合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310。这些训练

图像320可以包括与识别训练图像集合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330的店面信息相关

联的存储系统150的图像。如上面所提及，店面信息可以是描绘位于相关联的图像中的一个

或多个商户店面的图像的一个或多个像素范围。

[0043] 深度神经网络310可以被用来使用有关训练图像内的商户店面的位置的商户店面

位置数据对训练图像进行评估。可以使用深度神经网络将也称作多裁剪评估的粗滑窗应用

于图像。每个窗口位置可以视为图像的“裁剪”。与密滑窗方法相比，粗滑窗方法将滑窗的数

量减少了几个数量级。例如，粗滑窗可以评估全360度全景图像的100个窗，而密滑窗可能会

使用30万个窗。单裁剪评估也可以有效，但是对于高分辨率全景图像，无法从单个全景图像

的低分辨版本可靠地检测出较小的店面。因此，使用粗滑窗可以实际上提高店面检测的质

量。

[0044] 在深度神经网络310的训练期间，可以识别出叠加在图像上的第一多个边界框

340。边界框可以是图像上识别图像中的一部分的矩形。边界框还可以是任何其他多边形或

形状。每个边界框的形状和大小可以取决于每个商户店面位置的形状。

[0045] 可以基于与每个图像相关联的数据将每个边界框340与商户店面位置相匹配。仅

一个商户店面位置可以包围在单个边界框中，以使得图像中彼此紧密相邻的商户店面位置

由单独的边界框限定。匹配可能涉及最大高度匹配，其中商户店面位置与给定边界框之间

的边权重与边框的重叠量有关。例如，边权重可以是被定义成给定边界框和商户店面位置

的交集的大小除以其并集的大小的Jaccard相似系数。

[0046] 对于由深度神经网络评估的训练图像集合，深度神经网络可以被用来确定第一多

个边界框的每个边界框的坐标。坐标可以是图像坐标，诸如对应于商户店面位置的图像坐

标。图像坐标可以使用坐标系来限定边界框相对于图像本身的位置，或者可以是纬度/经度

坐标或任何其他地理定位坐标。

[0047] 可以计算每个边界框340的置信度分数350。第一多个边界框的每个边界框的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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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数350可以表示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性。

[0048] 当评估训练图像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边界框移除。例如，可以将具有小于设定

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移除。另外，可以将邻近图像的裁剪边缘中的一个的边界框

移除，除非裁剪的边缘也是图像的边缘。以此方式，可以将未完全包含对象的边界框移除，

并且商户店面的检测更加精确。另外，也可以将与任何给定裁剪相距超过给定距离的任何

边界框移除。

[0049] 还可以通过后分类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310。在后分类的准备中，可以将仿射变换

(affine  transformation)应用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接受域(receptive  field)。在后分类

中，根据多裁剪评估而识别的第一多个边界框被进一步分类来提炼结果。换句话说，将另一

个分类器应用于该结果，来提高每个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位置的置信度。例如，可以计算每

个边界框的第二置信度分数。可以基于所计算的置信度分数来计算给定边界框含有商户店

面的概率。可以通过对深度神经网络中的每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的乘积与后分类中的每

个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的乘积求和来计算该概率。替选地，可以通过将深度神经网络中的

置信度分数与后分类中用于给定边界框的置信度分数相乘来计算该概率。

[0050] 可以将概率用来通过将与低于设定的阈值的概率相关联的边界框移除来过滤第

一多个边界框。而且，概率可以被用来对边界框进行排名。可以基于排名来过滤第一多个边

界框。例如，可以将排名低于设定数量的边界框移除。

[0051] 在被训练时，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在训练的图像上输出第一多个边界框340与其相

应的置信度分数350。为每个边界框确定的坐标和通过后分类计算的概率也可以包括在神

经网络的输出中。该信息可以存储在存储系统150上以供后续使用。

[0052] 被训练之后，深度神经网络310可以评估一个或多个图像420，如图4中所示。与训

练图像320一样，图像420也可以存储在存储系统150中。然而，与训练图像不同的是，图像

420可能与识别图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的数据不相关联。图像420可以是全景图像或具有超

过180度——例如多达360度——的视野的图像。另外，全景图像可以是球形的或接近球形

的。全景中的检测避免会导致图像具有较小的视野的召回损失。使用深度神经网络310，可

以评估图像420以识别图像的特征。如上面相关于训练所描述，评估可以包括多裁剪评估和

后分类。

[0053] 基于评估，深度神经网络310可以生成识别图像中的可能的商户店面位置的第二

多个边界框440，如图4中所示。每个边界框440可以含有仅一个商户店面的图像。因此可以

通过多个边界框来分割一排相邻的商户店面，多个边界框包围一排相邻的商户店面中的每

个商户店面。另外，每个边界框440可以与表示每个边界框含有商户店面的图像的可能性的

置信度分数450相关联。

[0054] 如图5中所示，深度神经网络310可以对图像510进行评估。因此，深度神经网络310

可以识别多个边界框，包括边界框522、524、526和528，每个边界框含有单独的商户店面的

图像。图像524、526和528将相邻的商户店面识别为单独的店面。

[0055] 在一些示例中，可以通过将具有低于设定的阈值的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移除来过

滤第二多个边界框440。另外或替选地，可以将来自与相同或类似的地理定位(或换句话说，

相同的商户店面)相关联的多个图像的边界框合并。将这些边界框合并可以包括将误报的

对象移除。误报的示例可以是临时停在商户店面前面的车辆。然后可以将过滤的边界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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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图像相关联，并存储在存储系统150中供后续使用。

[0056] 可以检测每个边界框440内的商户信息。可以使用诸如光学字符识别等已知的信

息提取方法。检测的商户信息可以包括给定边界框中可见的名称、字样、商标、商品或其他

项目。然后可以将商户信息添加至商户信息的数据库。可以将该数据库存储在存储系统150

中供后续使用。

[0057] 用户220、230、240可以使用计算装置120、130、140请求商户信息。响应于用户请

求，计算装置110可以从存储系统150中的数据库检索商户信息，并且将商户信息发送给计

算装置120、130、140。

[0058] 图6是根据上面所描述的各方面中的一些方面的可以在深度神经网络310处执行

的示例流程图600。然而，所描述的特征可以通过具有不同配置的多种系统中的任一个来实

现。另外，方法中所涉及的操作不需要按照所描述的精确顺序执行。实际上，可以按照不同

顺序或同时地处理各种操作，并且可以添加或省略操作。

[0059] 在框610，可以使用训练图像集合和识别训练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商户店面位置

的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在框620，可以在深度神经网络处接收第一图像。在框630，深

度神经网络可以对第一图像进行评估。在框640，可以生成识别第一图像中的商户店面位置

两个或更多边界框集合。

[0060] 上面所描述的特征可以被用来以使用其他方法所无法达到的速度和准确度来在

大型图像数据库中识别店面。具体而言，该特征允许边界框作为分析的直接输出，不使用需

要进一步分析和/或处理的诸如热图或概率图等中间输出。另外，特征允许相邻的商户店面

被适当地分割，而不是被识别为一个店面。与使用选择性搜索来围绕店面的图像生成边界

框相比，使用上面所描述的方法的计算成本要低得多，并且速度要快得多。使用上面所描述

的方法可以胜过使用训练的热图方法，后者需要大量的后期处理来将热图转化成有意义的

边界框且更容易受到标签噪音的影响。所描述的训练和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将本来需

要大量人力时间来产生的工作自动化，同时产生精确的结果。在已经产生边界框之后，图像

可以被用来自动地提取可用的商户列表、更精确的店面地理定位和图像中可用的更多信

息。

[0061] 虽然已经参考特定实施例描述了本文的发明，但是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和应用。因此应理解，在不脱离如由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

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说明性实施例做出众多修改，并且可以设计其他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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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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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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