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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很多施工场地仍然使用人工方式检测施工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针对此，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分

阶段深度神经网的施工违章识别系统，用以检测施工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系统利用深度神经网，通过在视频中采样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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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图片，然后将其分割成若干子区域，接着利用预处理后的数据训练模型，不断优化提升识别精度，然后将训练好的模
均正确检出率达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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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用到系统中。在室内、室外和红外线三个场景中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检测能力，总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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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ny building sites, people still manually monitor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crew wear safety helmets or
not.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designs a safety-viol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phased deep neural network
in order to locate the construction crews who appear without safety helmets. By using deep neural network, th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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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amples pictures from videos, divides them into sub-sections, and then uses processed data to train the model. When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is high enough, the model is then applied to practical use. The model is tested respectively in
indoor scene, outdoor scene and infrared scene.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can achieve good real-time
monitoring, with an average correct detection rate of 86.79%.
Keywords: violation recognition;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object recognition; video surveillance

1 引言(Introduction)

计算机在众多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包括计算
机视觉技术、图像技术等。不少工作研究如何将计算智能
应用于各种领域 [1,2] 。通过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控检测施工
场地中人员是否有违章操作就是很重要的一类应用场景。
然而，目前大部分还是通过人工方式来查看施工人员是否
违章，这种方法比较耗时耗力，而且由于人的工作时间也
有限，无法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控。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
效率也会降低。因此，人工方式来检测违章的情况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针对此，本文设计通过深度学习来自动地检测是否存
在施工违章情况，生成并保存相应的违章。这种方法和人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17KJA520004).

工方法相比，在识别准确率方面可能会下降，但是这种方
式更加高效，并且大大节省了人工的成本。

2 相关研究(Related studies)
2.1 图像处理技术
通过计算机来对图像进行一些操作包括对图像进行去
噪，提取特征等类似方法的技术就是图像处理技术。计算
机软硬件的发展、离散数学的发展，以及各种需求推动了
图像技术的发展。数学的对图像处理技术的贡献主要是在
图像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将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转化
成数字信号后，计算机就可以处理这种信号。图像处理技
术在农林、气象和水利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图像处理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提高图像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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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设计(Method design)
3.1 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采用的卷积神经网所训练的模型。输入层、
隐藏层和全连接层构成了卷积神经网络 [10] 。神经网络的输
是输入层，本文中所使用的神经网结构中的卷积神经网，
该网络的输入是一个像素矩阵，这个像素矩阵是图片所对
应的。卷积神经网络示意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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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技术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识别技术。这种识
别技术是基于输入的图片的特征来识别，对于输入的一张
图像，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输入的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
如果存在的话，则需要进一步给出脸的具体信息。这些信
息中提取这张脸所对应的身份特征。然后将这个身份特征
与已知的情况，即可知道这张脸的身份情况。广义的说法
是构建一个人脸识别系统，这个系统比较广泛，包括人脸
的定位，人脸的预处理等等；而只通过人脸来进行身份上
的确认和广义的人脸识别相比就是狭义上的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技术主要采用的是特征分析算法，这个算法
用到了两个方面的技术，一个是计算机图像技术，需要用
图像技术来提取图像中的特征点，第二个是生物统计学原
理，利用这个来分析特征点来建立对应数学模型，这个模
型就是人脸特征模板。这个模板需要与被测的人的图像来
进行特征分析，特征分析会得到一个相似值。判断是否为
同一个人就是根据这个值推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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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脸识别技术

到的信息对于对应的数据的解释有着很大的帮助。深度学
习的目的是使计算机更智能，可以识别各种问题，看懂各
种图像，听懂各种语音。深度学习近两年在各种方面的取
得较好的成就，其中在文本、图像、语音和生成式对抗网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等方面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有着很强的关联主要是因为深度
学习来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深度学习可以通过组合
底层特征来发现数据的特征表示，形成更高级的特征。神
经网络是模拟人脑而建立的。深度学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分析数据。深度学习中有很多网络结构，其中包括卷积
神经网(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循环
神经网(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和长短期记
忆网(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等。卷积神经
网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网络，第一个卷积神经网 [8] 计算模型是
在Fukushima D的神经认知机中提出的，基于神经元之间
的局部连接得到一种平移不变神经网络结构形式。之后，
有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用误差梯度设计并训练卷积神经
网，在一些任务上得到优越的性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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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质量，主要是让图像的质量变得更好；第二个目的是提
取图像中特征，在计算机分析图像时这些特征至关重要；
第三个目的是对图像中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的方法主要是
变换、编码和压缩，从而让图像的存储和传输更为快捷。
图像处理技术有很多，而图像分类是其中的一种，其主要
内容是将图像预处理，然后提取特征，根据特征来进行分
类。图像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而人工神经网络模式分类
在图像技术中的表现和以前的方法相比，更为准确，因此
这种方法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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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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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怎样让机器更加
智能化，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从诞生到
现在经历了若干个阶段。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法的应用逐渐
从一些理论转化为落地的产品，应用范围更为逐渐变广。
分类问题是机器学习中的基础问题。目前很多落地的
产品当中好很多就是分类问题的应用。现阶段机器的计算
能力很强，使得机器学习可以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处理，由
于数据的规模比较大，因此数据内部存在着有用的信息，
因此机器学习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挖掘出很多有用的信
息。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是机器学习中的两种数据处理
方式 [3] 。机器学习中的分类算法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方
法包括决策树 [4] 、支持向量机 [5] 、关联规则 [6] 和AdaBoost算
法 [7] 等。这些算法的步骤大致一致：首先，建立一个训练模
型，根据模型所需要的训练数据和标签，然后构建相应的
模型；然后，验证数据的输入，模型建立好之后有对应的
输入和输出，将装备好的数据放入模型之中，模型会输出
结果；最后，将结果与数据对应的正确标签进行比对，从
而评价算法的效果。数据的验证是算法准确率的体现，评
价一个算法好坏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准确率，因此需要测试
数据来进行验证数据。随着精确率的不断提高，模型就变
得越来越好，模型就可以运用到现实之中。自深度学习提
出以后，深度学习也可以运用到分类问题中，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2.4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领域中的神经网络有着特别大
的关联。深度学习也是学习海量数据中的潜在的信息，学

图1 卷积神经网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在图1中，最左侧的输入是一个三维矩阵，矩阵长宽代
表图像大小，深度代表色彩通道。卷积神经网络从输入层
通过不同的神经网络结构将上层的三维矩阵转化为下一层
的三维矩阵，生成的三维矩阵作为下一层的输入，直到最
后一个全连接层。图中的隐藏层中包括卷积层和池化层。
而卷积网络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卷积层。卷积层的输
入是上一层神经网络的输出，卷积层再次进行卷积操作从
而获得更抽象的特征。池化层的功能是缩小矩阵的大小，
将高分辨率的图像转化为低分辨率的图像。通过池化操
作，最后一个全连接层的节点数就会减少。在经历多隐藏
层的操作后，最后通过全连接层来输出结果。隐藏层的操
作是图像抽象提出的过程，在完成了特征提取后，通过最
后的全连接层就完成分类。
在此基础上，本文把一些符合安全条件的施工图片和
不符合安全的施工图片放入此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最后
准确度高于90%的情况下，将此时的参数进行保存，得到了
训练后的模型。只要将施工中得到的图片放入此模型中便
可以得到施工中的人是否符合安全施工的条件。

3.2 视频处理
由于摄像头获取到数据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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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法设计中所提到的各种技术，在提前训练好两
个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算法用以开发这个系统，其中
第一个模型用以识别该张图片中是否存在人脸，而第二个
模型用以识别该张图片中是否存在安全帽，图片符合第一
个模型识别下在第二个模型中得到了一个否的情况就是我
们最后得到的情况，即该张图片中存在人脸，但是并不存
在安全帽。
算法1基于分阶段深度神经网的安全违章识别
输入：实时视频
输出：带有安全帽的人员图片
读取输入的视频
根据帧率情况将视频分解为合适的图片集
For i ←1 to 图片集末尾 do:
调整当前图片的大小
将图片进行灰度化处理
If 当前图片包含人脸：
圈出人脸并生成人脸图片并放入一个新的图片集
标记生成人脸的原始图片
End For
根据人脸图片集的标记情况去除原始图片集中不包
含人脸的图片
For j ←1 to 人脸图片集末尾 do：
If 当前图片包含安全帽：
根据当前图片的标记，去除原始图片集中对应的图片
End For
返回处理后的原始图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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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片中，有一部分图片中是包含人脸的，有一部分
是不包含人脸的，因此需要将包含人脸的图片挑选出来。
本系统主要是来识别施工人员中是否穿戴安全帽的情况，
因此需要将人脸和戴安全帽一起进行检测。因此，本文中
做工作首先就是先将每个图中的人脸部分获取到，然后将
获取到的人脸进行检测，检测人脸是否穿戴安全帽，穿戴
安全帽的标记为真，反之，标记为假。
本文中采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是采用深度学习的方
法，根据图像中的内容，来检测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通
过已经训练好的检测人脸的模型就可以做到，这种模型和
其他的神经网络模型一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数据。本
文采用的模型是谷歌训练好的模型。只要将一张图片放入
模型的输入之中，就可以得到该图所对应的人脸，根据输
入的图片的名称来以此命名对应输出的图片的名称，这是
因为一张图中对应的人脸可能不止一个，因此需要这个操
作。在得到这些人脸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放入检测
是否佩戴安全帽的模型之中，并根绝对应的情况来输出未
佩戴安全帽的图片对应的原始图片。

3.5 算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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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脸识别

果会更好，减小了识别过程中的误差。第四个阶段就是识
别当前的人脸的图片中是否佩戴了安全帽，如果没有带的话，
此图片就保留下来用以输出。经过这种分阶段的处理过，保证
了实施性更高，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准确率更高。

z.

系统的输入是视频。然而视频数据量很大，因此需要将视
频处理一下，以便做之后的处理。将视频处理成需要的图
片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的图像处理技术很容易做到将视频分割成图
片 [11,12]。 视频中有帧率属性，本文就是在帧率的基础之
上对视频进行，按照15帧获取一次图片，在所使用的视频
中，每15帧为视频中的1秒，如果间隔帧率比15小的话，获
取到的图片就会更多，反正，获得的图片就会更少，本文
采用1秒钟截图一次，尽量保存必要的信息。采用OpenCV
技术来讲视频处理为若干图片，第一步就是获取视频，这
一步相当于输入，获取到对应的视频后，然后获取视频的
总帧数，然后设置一个标记，并且标记此标记为真，在标
记为真的情况下，持续读取视频，按照每15帧的情况截图
视频中当前的画面，并保存在对应的文件下，直至视频结
束，在视频结束后，让标记变为假。获取视频总帧数的情
况是保证获取到的图片数量不会太多，由于系统使用视频
帧率是已知的，因此规定每15帧取一张图，在未知的情况
下，可以通过总帧数和规划获取的图片总量来决定多少帧
获取一张图片。

4 系统效果展示(System effect display)
本文系统主要是通过对视频进行处理，得到最后的不
戴安全帽的人员的图片并进行展示。系统监控的展示效果
如图2所示。其中，图2(a)是室内场景效果图，图2(b)是室
外场景效果图，图2(c)是红外线场景效果图。在本文中，对
效果图的涉及敏感的隐私信息部分进行了处理。

3.4 分阶段处理

由于系统比较复杂，因此需要采取分阶段处理的方法
去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若干个简单的问题并分别处理，直
至系统的完成。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视频处理为图片的阶段，需要将视
频转化为图片，根据视频中的帧率情况将视频转化为若干
图片，用以保证产生的图片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更加保
证产生的图片中包含脸的图片不会被遗漏。第二个阶段主
要是针对产生的图片的处理，由于视频清晰度的原因，产
生的图片可能会由于视频的原因而大小不一。对图片处理
的速度受到了图片清晰度的影响，图片越清晰，对图片的
处理的速度就越快。基于此，需要先对图片进行处理，无
关图片的清晰度，都需要对其进行处理，从而保证后续的
处理更加快捷。第三个阶段就是将处理后的图片进行人脸
的识别，由于有图片的预处理过程，人脸识别的部分的效

(a)室内场景效果图

(b)室外场景效果图

(c)红外线场景效果图

图2 系统监控展示效果
Fig.2 Demostration of system monitoring
本文使用三种场景的视频文件中所获取的图像作为训
练数据。在完成了训练之后，本文分别在室内、室外和红
外线三个场景中对模型进行测试，统计分析正确率和误报
率，其中室内场景下得到图像13张，检测出未戴安全帽的
图像13张，正确率100%，误报率0%，室外场景下得到图像
10张，检测出未戴安全帽的图像7张，正确率70%，误报率
30%，红外场景下得到图像30张，检测到未戴安全帽的图
像26张，正确率86.67%，误报率13.33%。通过分析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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