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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

类物品检测方法，以SSD，即Sing le   Sho t 

MultiBox Detector为基础，构建ESSD检测模型，

即Elong a ted   Si ng l e   Sh o t  M ul ti Bo x 

Detector，在SSD的基础上，增加两个预测分支：

利用1×5的卷积预测1:4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以及利用5×1的卷积预测4:1的

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最后和SSD的3×

3的卷积预测输出结果融合之后，作为最后的检

测结果。本发明技术方案有效提高了如管制刀具

(武士刀，剑)、钝器(扳手、铁棍)、枪支(狙击枪、

火铳)等长条状的违禁品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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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以SSD，即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为基础，构建ESSD检测模型，即Elongated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具体实现为：在SSD基础上，增加两个预测分支：利用1×5的卷积预测1:4的

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以及利用5×1的卷积预测4:1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

输出，最后和SSD的3×3的卷积预测输出结果融合之后，作为最后的检测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SSD选用VGG网络作为主干网络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ESSD检测模型利用Mxnet框架构建。

4.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ESSD检测模型的违禁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从安检机获取包括n个包裹x光成像伪彩图的数字图像P0，其中n≥2；

步骤二、对数字图像P0进行处理，获得n个包裹的坐标(x1,y1,x2,y2)，分别表示每个包

裹的x光成像伪彩图在安检机当前工作画面内的左上角坐标(x1 ,y1)和右下角坐标(x2 ,

y2)；

步骤三、利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物体检测模型，截取出n个包裹的x光图像PB{i} ,其

中i＝1,…,n；

步骤四、将得到的n张包裹的x光伪彩图像PB{i},其中i＝1,…,n，送入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ESSD检测模型，得到违禁品坐标，完成检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违禁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的具体实现

为：

步骤1、模型训练构建，收集10000张实际应用场景下的x光安检机过包图像，采用Mxnet

版本的SSD，即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算法，将包裹图像看成是一个目标类别，进

行训练，得到训练之后的SSD模型；

步骤2、将获取包括n个包裹x光成像伪彩图的数字图像P0，线性缩放到分辨率为512×

512的图像P1，将图像P1送入SSD模型，获得安检机画面P0中的n个包裹坐标(x1,y1,x2,y2)，

分别表示每个包裹的x光成像伪彩图在安检机当前工作画面内的左上角坐标(x1,y1)和右

下角坐标(x2,y2)。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违禁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的具体实现

为：

步骤1、模型训练，利用Mxnet框架，构建ESSD检测模型，收集50000张带违禁品的x光包

裹图像，将图像中的违禁品的矩形坐标用标注工具标注出来，并记录类别，对ESSD检测模型

进行训练；

步骤2、将各包裹图像PB{i}的尺度统一缩放到336×336的分辨率，缩放时采用双线性

插值技术，得到新的包裹图像PB{i},其中i＝1,…,n；

步骤3、将图像PB{i}输入ESSD检测模型，经过VGG主干网络之后，获得一系列的特征图

谱输出，分别有输出尺度为64×64、32×32、16×16、8×8、4×4一共5个不同层级的特征图

谱；

步骤4、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3×3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1:1、1:2、2:1三种不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446888 A

2



同长宽比例的违禁品的坐标输出；

步骤5、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1×5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1:4的违禁品的坐标

输出；

步骤6、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5×1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4:1的违禁品的坐标

输出；

步骤7、将步骤4、步骤5、步骤6中所有的预测输出组合在一起，对组合结果进行非极大

值抑制，即NMS，把相近的预测矩形框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的预测并输出。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违禁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通过图像

采集卡，将安检机VGA输出信号转换为数字图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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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法

1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安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

法。

2背景技术：

[0002] 安检正在成为每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城市的轨道交通、机场、物流快递中

心、大型活动现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安保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而其中安检是有效防止突

发情况的手段。

[0003] 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反恐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重点目标的管理单

位应当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保

障相关系统正常运行。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九十日。”其中须履行的场所

包含了政府机构、银行、城市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站等重点目标，其

视频录像由30天以上须调整为90天以上。同时安检方面，规定对航空器、列车、城市轨道车

辆等公共交通行业，营运单位应当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设备、设施，加强安全检查

和保卫工作；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

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

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强化对违禁品和管制物品的管理。根据2017年1月北京市发改委

公布的《关于北京市轨道交通17条运营线路实施“人物同检”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京改(审)[2016]671号)，北京17条运营线路将全部实施“人物同检”，

安检力度不断加强。随着北京地铁安检升级，形成对其他城市轨道交通安保措施的示范和

带动效应，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公安部门及地铁运营公司公布将启用人物同检的安检模

式，落实安检职责。国家一系列安防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为安防服务行业营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力助推行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健康发展。

[0004] 当前的违禁品智能计算检测中，通常直接在被检测物品的x光成像伪彩图上进行

计算处理，可能包含了多个物品和包裹，同时又包括了大量空白区域，会降低检测效率，对

于小型物品如子弹、打火机，也可能降低检出率，同时对于一些细长类违禁品如钢管、刀具

等，现有的SSD模型检出效果也不够理想，很多细长类违禁品都会被当成普通背景而被检测

算法忽略掉。

3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传统安检机需要安检员人工识别违禁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以及计算机自动化识别违禁品可能出现的漏检问题，通过分拆包裹和提升细长类物品检测

效率，有效提高违禁品识别稳定性。

[0006] 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细长类物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以SSD，即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为基础，构建ESSD检测模型，即Elongated  Single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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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Box  Detector，具体实现为：在SSD基础上，增加两个预测分支：利用1×5的卷积预测

1:4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以及利用5×1的卷积预测4:1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最后和SSD的3×3的卷积预测输出结果融合之后，作为最后的检测结果。

[0008] 所述的SSD选用VGG网络作为主干网络结构。

[0009] 所述的ESSD检测模型利用Mxnet框架构建。

[0010] 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ESSD检测模型的违禁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0011] 步骤一、从安检机获取包括n个包裹x光成像伪彩图的数字图像P0，其中n≥2；

[0012] 步骤二、对数字图像P0进行处理，获得n个包裹的坐标(x1,y1,x2,y2)，分别表示每

个包裹的x光成像伪彩图在安检机当前工作画面内的左上角坐标(x1 ,y1)和右下角坐标

(x2,y2)；

[0013] 步骤三、利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物体检测模型，截取出n个包裹的x光图像PB

{i},其中i＝1,…,n；

[0014] 步骤四、将得到的n张包裹的x光伪彩图像PB{i},其中i＝1,…,n，送入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的ESSD检测模型，得到违禁品坐标，完成检测。

[0015] 所述步骤三的具体实现为：

[0016] 步骤1、模型训练构建，收集10000张实际应用场景下的x光安检机过包图像，采用

Mxnet版本的SSD，即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算法，将包裹图像看成是一个目标类

别，进行训练，得到训练之后的SSD模型；

[0017] 步骤2、将获取包括n个包裹x光成像伪彩图的数字图像P0，线性缩放到分辨率为

512×512的图像P1，将图像P1送入SSD模型，获得安检机画面P0中的n个包裹坐标(x1,y1 ,

x2,y2)，分别表示每个包裹的x光成像伪彩图在安检机当前工作画面内的左上角坐标(x1,

y1)和右下角坐标(x2,y2)。

[0018] 所述步骤四的具体实现为：

[0019] 步骤1、模型训练，利用Mxnet框架，构建ESSD检测模型，收集50000张带违禁品的x

光包裹图像，将图像中的违禁品的矩形坐标用标注工具标注出来，并记录类别，对ESSD检测

模型进行训练；

[0020] 步骤2、将各包裹图像PB{i}的尺度统一缩放到336×336的分辨率，缩放时采用双

线性插值技术，得到新的包裹图像PB{i},其中i＝1,…,n；

[0021] 步骤3、将图像PB{i}输入ESSD检测模型，经过VGG主干网络之后，获得一系列的特

征图谱输出，分别有输出尺度为64×64、32×32、16×16、8×8、4×4一共5个不同层级的特

征图谱；

[0022] 步骤4、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3×3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1:1、1:2、2:1三

种不同长宽比例的违禁品的坐标输出；

[0023] 步骤5、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1×5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1:4的违禁品的

坐标输出；

[0024] 步骤6、在每一个特征图谱上，用5×1的卷积核，去预测长宽比例为4:1的违禁品的

坐标输出；

[0025] 步骤7、将步骤4、步骤5、步骤6中所有的预测输出组合在一起，对组合结果进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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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值抑制，即NMS，把相近的预测矩形框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的预测并输出。

[0026] 所述步骤一中，通过图像采集卡，将安检机VGA输出信号转换为数字图像信号。

[0027] 有益效果：

[0028] 1、通过SSD检测器对原始图像画面进行预处理，将安检机原始画面中的包裹图像

进行预截取。能够避免违禁品检测算法对于安检机中很多空白部分图像的无效计算，同时

能够让违禁品检测算法只关注包裹图像，间接提高了检测算法的分辨能力，能够有效提高

如子弹、打火机等体积较小的违禁品检测效果。

[0029] 2、通过ESSD算法，对截取之后的包裹图像进行违禁品检测，利用1×5和5×1两个

非常规尺寸的卷积核，增加了1:4和4:1两种长条状的违禁品检测。有效提高了如管制刀具

(武士刀，剑)、钝器(扳手、铁棍)、枪支(狙击枪、火铳)等长条状的违禁品检测效果。

4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检测算法流程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ESSD算法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标注包裹示意图。

[0033] 图4位本发明实施例中标注违禁品示意图。

[0034] 图5至图7为本发明实施中对有关违禁品进行识别的示意图。

5具体实施例

[003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实例对本发明提供的违禁品检测方法提供详细的

说明，实施方式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训练和部署，训练SSD和ESSD模型，然后部署在实际应

用环境中。

[0036] 1、在带有NVIDIA图像处理器GTX1080Ti的计算机上，安装Ubuntu1604系统，并安装

配置好NVIDIA官方提供的CUDA运行环境。

[0037] 2、搭建Mxnet深度学习框架平台，Mxnet是一款优秀的主流深度学习框架，也是目

前最受欢迎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具有简洁的C++/Python接口，能够快速上手，Mxnet环境

的搭建步骤可以参照官方的安装指南。

[0038] 3、收集10000张实际应用场景下的x光安检机过包图像，并标注出每张图像中的包

裹位置，如图3所示，将包裹用最小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并记录下矩形框的坐标。

[0039] 4、采用Mxnet版本的SSD算法，将包裹图像看成是一个目标类别，进行训练，能够得

到训练之后的SSD模型，利用该模型即可在一幅图像中自动得到包裹图像的坐标，能够高效

截取出包裹的x光成像图。本发明中的基本网络结构采用了VGG结构。

[0040] 5、参考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中给出的危险品类别，定义需要在x光图像中检测识别

出的违禁品类别，本发明中的类别定义共有四类，分别是管制刀具或利器、枪支、钝器、烟花

爆竹。

[0041] 6、收集50000张带违禁品的x光包裹图像，将图像中的违禁品的矩形坐标用标注工

具标注出来，并记录下是哪一个类别。如图4所示，将厨具用刀标注出来，并记录下是管制刀

具类别。

[0042] 7、利用Mxnet框架，实现ESSD(Elongated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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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实现过程可以参考(4)中提到的SSD算法，在此基础之上，需要增加两个预测分支，分

别是利用1×5的卷积去预测1:4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以及利用5×1的卷积去

预测4:1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输出，然后和SSD的3×3的卷积预测输出结果融合之

后，作为最后的检测结果。

[0043] 8、利用(6)中提供的标注好的违禁品数据，以及(7)中实现的ESSD算法，对ESSD模

型进行训练，为了加快训练过程，本发明中使用了4个GTX1080Ti图形处理器并行训练，

50000张图像，训练耗时大约是18个小时。

[0044] 9、将(4)中得到的用于截取包裹的SSD模型，和(8)中得到的直接用于违禁品检测

识别的ESSD模型，部署在一套软件之中。将安检机的视频输出信号VGA接口接在图像采集卡

上，通过图像采集卡SDK获取安检机的最新图像画面，利用(4)中训练得到的SSD模型，检测

画面中的包裹图，并将包裹单独截取出来。针对每一个包裹x光图像，利用(7)中训练得到的

ESSD模型，进行违禁品检测，并将检测到的违禁品用矩形框绘制出来，同时将模型的预测概

率也绘制在图片上。在算法实际测检测部署中，当量概率大于0.3(选定阈值)时，则认为存

在违禁品目标，如图5中，检测到包裹图像中包含一把枪支，且算法认为是枪支的当量概率

为0.5015；如图6中，检测到包裹图像中包含一把管制刀具或利器，且算法认为是管制刀具

或利器的当量概率是0.7391；如图7中同样算法检测到了一把管制刀具或利器，并认为相应

的当量概率是0.7016；对于图7中的检测出的目标利器，在现有检测技术中，图7中的目标无

法有效检出，会被当成普通背景而忽略掉。通过本发明ESSD算法中的两个长条状的default 

bounding  box的预测，有效提高了长宽比例悬殊，细长状的违禁品的检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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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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