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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

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具体步骤如

下：(1)采集，制作训练测试样本集；(2)构造神经

网络；(3)训练神经网络参数，观察网络误差，直

到网络收敛；(4)用训练好的网络部署应用，并实

时监测。本发明采用的方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引起广泛重视

的一种高效识别方法。原始视频图像经过卷积

层，池化层，激活层等一系列特征处理，最后输出

图像的类别。本发明方法能够完全替代人工操

作，具有检测自动、实时、高效、精度精准，不需要

额外硬件，成本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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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

步骤如下：

(1)  采集，制作训练测试样本集，其步骤如下：

(1a)  采集原始图像：同时采集m个监控摄像机中的图像各n张，其中m，n为正整数，缩放

到300×300大小，分别对应的放在m个文件夹中，其中各文件夹中n张图片按照采集时间先

后顺序，从1到n编号；

(1b)  制作损坏图像：从编号1开始到编号n，每次以50%的概率选择是否要损坏该编号

图片；如果选择是，则从m个文件中随机选择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被选中的概率是1/m；

把选中的文件夹中的该编号图片上增加随机形状，随机颜色的纯色图像块，该图像块面积

占该图片面积的30%以上，则代表该摄像机损坏；每张图像都生成同名文本文件，文件内容

为该图片label，如果该图片损坏label为1，没有损坏label为0；

(1c)  训练阶段，按照m个文件夹顺序输入m张图像，在连接层，把m张300×300×3在通

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并把label设置为文件夹中该编号图像label为1的文

件夹标签；

(2)  构造本方法所用神经网络，其步骤如下：

(2a)  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m个摄像机的实时图像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

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素高，每张彩色图3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

将m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m+1个值，分

别表示m+1类概率的大小，如果第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示m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

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

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3工作不正常；如果第m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m工作不正常；

(3)  用样本训练网络，其步骤如下：

(3a)  将样本输入网络并在连接层合并图像，生成样本标签后，再经过神经网络操作，

在全连接层，按照如下公式，输出m+1个值，代表m+1类的概率；

其中，X是全连接输出层上一层的网络输出矩阵， 是全连接层第i个输出单元的权值

矩阵，b是全连接层的前置项， 指第i个输出单元的输出值，i  从0  ~  m一共m+1个值； 分

别代表m+1类的类别概率；

(3b)  将全连接层的各类概率输出值输入到SoftmaxWithLoss层，依据如下公式计算网

络的损失值，并反向传播训练网络的参数，

其中，k表示类别，y表示该样本label， 指第i个样本的概率值；

(4)  用训练好的网络部署应用，其步骤如下：

(4a)  部署以上训练好的网络，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m个摄像机的实时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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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素高，每张彩色图3

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将m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再进行卷

积层，池化层，激活层操作；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m+1个值，分别表示m+1类概率的大小，如果

第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示m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不

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3

工作不正常；如果第m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m工作不正常；以此，实现多摄像头监控系统

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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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属于

视频监控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视频监控系统是对各行业重点部门或重要场所进行实时监控的物理基础，管理部

门可通过它获得有效数据图像信息，对突发性异常事件的过程进行及时的监视和记忆，用

以提供高效、及时地指挥和快速布置警力、处理案件等。多摄像头组成的视频监控系统，实

现了监控与通讯的双重功能，全面满足交通、水利、油田、银行、电信等各个领域的监控与应

急指挥需求。要达到上述需求就必须要求监控系统组成部分中每个摄像头都必须正常工

作。由于监控系统一般是全天候，全时段，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监控，所以就必须要求

系统在某个摄像头有损坏发生时能自动、实时通知系统维护员进行维修更换。

[0003] 在现有的视频监控系统中，摄像头的维护和监控主要依靠人工，不能实现实时监

控，且不能及时准确的确定哪个摄像头损坏，需要逐步排查，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

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具有检测自动、实时、高效、精度精准，不需要额外硬件，成

本低等特点。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07] (1)采集，制作训练测试样本集；

[0008] (1a)采集原始图像：同时采集m个监控摄像机中的图像各n张，其中m，n为正整数，

缩放到300×300大小，分别对应的放在m个文件夹中，其中每个文件夹中n张图片按照采集

时间先后顺序，从1到n编号；

[0009] (1b)制作损坏图像：从编号1开始到编号n，每次以50％的概率选择是否要损坏该

编号图片；如果选择是，则从m个文件中随机选择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被选中的概率是

1/m；把选中的文件夹中的该编号图片上增加随机形状，随机颜色的纯色图像块，该图像块

面积占该图片面积的30％以上，代表该摄像机损坏；每张图像都生成同名文本文件，文件内

容为该图片label，如果该图片损坏label为1，没有损坏label为0；

[0010] (1c)训练阶段，按照m个文件夹顺序输入m张图像，在连接层，把m张300×300×3在

通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并把label设置为文件夹中该编号图像label为1的

文件夹标签。如：如果某编号m张图像，文件夹1的图像label为1，其余m-1个文件夹中该编号

图像的label都为0，则合并后的数据label设置为1，代表第一类样本；如果m个文件夹中该

编号图像label都是0，则合并后label为0，代表零类样本。

[0011] (2)构造神经网络；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7396094 B

4



[0012] 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m个摄像机的实时图像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

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素高，每张彩色图3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

将m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m+1个值，分

别表示m+1类概率的大小，如果第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示m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

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

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3工作不正常；如果第m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m工作不正常。

[0013] (3)训练神经网络参数，观察网络误差，直到网络收敛；

[0014] (3a)将样本输入网络并在连接层合并图像，生成样本标签后，再经过神经网络操

作，在全连接层，按照如下公式，输出m+1个值，代表m+1类的概率；

[0015] Zi＝Wi*X+b

[0016] 其中，X是全连接输出层上一层的网络输出矩阵，Wi是全连接层第i个输出单元的

权值矩阵，b是全连接层的前置项，Zi指第i个输出单元的输出值，i从0～m一共m+1个值；分

别代表m+1类的类别概率；

[0017] (3b)将全连接层的各类概率输出值输入到SoftmaxWithLoss层，依据如下公式计

算网络的损失值，并反向传播训练网络的参数，

[0018]

[0019] 其中，k表示类别，y表示该样本label，Zi指第i个样本的概率值。

[0020] (4)用训练好的网络部署应用，并实时监测；

[0021] 部署以上训练好的网络，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m个摄像机的实时图像

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素高，每张彩色图3

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将m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3×m)大小；再进行卷

积层，池化层，激活层的操作；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m+1个值，分别表示m+1类概率的大小，如

果第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示m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

不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

3工作不正常；如果第m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m工作不正常；以此，实现多摄像头监控系统

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3] 本发明采用的方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引起广

泛重视的一种高效识别方法。原始视频图像经过卷积层，池化层，激活层等一系列特征处

理，最后输出图像的类别。本发明方法能够完全替代人工操作，具有检测自动、实时、高效、

精度精准，不需要额外硬件，成本低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方法实施例的工作流程图。

[0025] 图2本发明方法训练样本及其类别标签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方法运行实施阶段的神经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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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参照图1，以m＝4，n＝20000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9] 一种面向多摄像头监控系统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0] 步骤1，采集，制作训练测试样本集：

[0031] 第1步，采集原始图像：同时采集四个监控摄像机中的图像各20000张，缩放到300

×300大小，分别对应的放在四个文件夹中，其中各文件夹中20000张图片按照采集时间先

后顺序，从00001到20000编号。

[0032] 第2步，制作损坏图像：从编号00001开始到编号20000，每次以50％的概率选择是

否要损坏该编号图片；如果选择是，则从四个文件中随机选择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被选

中的概率是25％；把选中的文件夹中的该编号图片上增加随机形状，随机颜色的纯色图像

块，该图像块面积占该图片面积的30％以上。代表该摄像机损坏。每张图像都生成同名文本

文件,文件内容为该图片label，如果该图片损坏label为1，没有损坏label为0。

[0033] 第3步，训练阶段，按照四个文件夹顺序输入四张图像，在连接层，把四张300×300

×3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12大小，并把label设置为文件夹中该编号图像label为1的

文件夹标签。如：如果某编号四张图像，文件夹1的图像label为1，其余三个文件夹中该编号

图像的label都为0，则合并后的数据label设置为1，代表第一类样本；如果四个文件夹中该

编号图像label都是0，则合并后label为0，代表零类样本；图2总结了本方法类别及标签示

意：类别0表示四个摄像头都正常工作；类别1表示四个摄像头中第一个摄像头损坏；类别2

表示四个摄像头中第二个摄像头损坏；类别3表示四个摄像头中第三个摄像头损坏；类别4

表示四个摄像头中第四个摄像头损坏。

[0034] 步骤2，构造本方法所用神经网络：

[0035] 图3是本方法网络结构示意图，其特点在于：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四个

摄像机的实时图像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

素高，每张彩色图3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将四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12

大小；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5个值，分别表示五类概率的大小，如果第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

示四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

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3工作不正常；如果第四

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4工作不正常。

[0036] 步骤3，用样本训练网络：

[0037] 第1步，将样本输入网络并在连接层合并图像，生成样本标签后，再经过神经网络

操作，在全连接层，按照如下公式，输出5个值，代表五类的概率；

[0038] Zi＝Wi*X+b

[0039] 其中，X是全连接输出层上一层的网络输出矩阵，Wi是全连接层第i个输出单元的

权值矩阵，b是全连接层的前置项，Zi指第i个输出单元的输出值。i从0～4一共5个值。分别

代表五类的类别概率。

[0040] 第2步，将全连接层的各类概率输出值输入到SoftmaxWithLoss层，依据如下公式

计算网络的损失值，并反向传播训练网络的参数，练过程中网络误差一直下降，测试精度不

断提高，当网络收敛时，训练完成，得到一组检测精度高的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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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其中，k表示类别，y表示该样本label，Zi指第i个样本的概率值。

[0043] 步骤4，用训练好的网络部署应用：

[0044] 部署以上训练好的网络，网络的输入是按固定顺序输入的四个摄像机的实时图像

帧，其中每张图像被缩放到300×300×3大小，即300个像素宽，300个像素高，每张彩色图3

个通道；接下来的连接层将四个相机图像在通道上合并成300×300×12大小；再进行卷积

层，池化层，激活层等操作；最后在全连接层输出5个值，分别表示五类概率的大小，如果第

零类的概率最大，则表示四个相机都正常工作；如果第一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1工作不

正常；如果第二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2工作不正常；如果第三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3

工作不正常；如果第四类的概率最大，表示相机4工作不正常。以此，实现多摄像头监控系统

中单个摄像头损坏的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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