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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检测与识别

[1] Redmon J, Divvala S, Girshick R, et al. 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J]. 2016:779-788.

[2] Redmon J, Farhadi A. YOLO9000: Better, Faster, Stronger[J]. 2016.

YOLO：训练：VOC2007+2012 ，测试：生活随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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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image 

colorization 

Image Style 
Transfer

图像修复、着色、画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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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合成 角色扮演

[1] Ganin Y, Kononenko D, Sungatullina D, et al. DeepWarp: Photorealistic Image Resynthesis for Gaze Manipulation[M]//

Computer Vision – ECCV 2016.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2]Thies J, Zollhofer M, Stamminger M, et al. Face2Face: Real-Time Face Capture and Reenactment of RGB Videos[C]// ACM

SIGGRAPH 2016 Emerging Technologies. ACM, 2016:5.

DeepWarp

Face2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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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级理解到像素级理解-分割与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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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游戏 读懂你的唇语

[1] Mnih V, Kavukcuoglu K, Silver D, et al.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J]. Nature, 2015, 
518(7540):529-33.
[2]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Flappy Bird
[3] Assael Y M, Shillingford B, Whiteson S, et al. LipNet: End-to-End Sentence-level Lipreading[J]. 2016.

深度增强学习

Play Game 

Flappy Bird

用唇语说爱情
lipreading[3]

牛津大学& 

Deep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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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ott Reed, Zeynep Akata, Xinchen Yan, et 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text to image synthesis[J]. 2016:1060-1069.
[2] https://github.com/ryankiros/neural-storyteller

多伦多大学的 看图讲故事
（Neural Storyteller）[2]

文字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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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 书写

Light-weight Deep Neural Networks

使用递归神经
网络书写

使用 Tied Parallel 
Networks 生成和弦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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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概览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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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主页：https://tensorflow.google.cn/

Python包(CPU)：https://pypi.org/project/tensorflow

Python包(CPU)：https://pypi.org/project/tensorflow-gpu

安装CPU版(python)：

sudo pip install tensorflow

安装GPU版(python)：

sudo pip install tensorflow

测试(python)：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tf.__version__

⚫ 基于数据流图

⚫ 灵活性高

⚫ 可移植性强

⚫ 支持自动微分

⚫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

⚫ 安装使用简便

⚫ 文档教程较多

运算
节点

数据流

https://tensorflow.google.cn/
https://pypi.org/project/tensorflow
https://pypi.org/project/tens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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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
a

b

c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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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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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s

GItHub主页：https://github.com/keras-team/keras

英文文档：https://keras.io/

中文文档：http://keras-cn.readthedocs.io/en/latest/

安装 (python)：

sudo pip install keras

测试(python)：

import keras

Keras.__version__

⚫ 支持Tensorflow、

Theano、CNTK

⚫ 容易扩展

⚫ 简易和快速的原型设计

⚫ 无缝CPU和GPU切换

⚫ 支持自动微分

⚫ 安装使用简便

⚫ 文档教程较多

from keras.models import Sequential

from keras.layers import Dense, Activation

from keras.optimizers import SGD

model = Sequential()

model.add(Dense(units=64, input_dim=100))

model.add(Activation("relu"))

model.add(Dense(units=10))

model.add(Activation("softmax"))

model.compile(loss='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optimizer='sgd', metrics=['accuracy'])

model.compile(loss='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optimizer=SGD(

lr=0.01, momentum=0.9, nesterov=True))

model.fit(x_train, y_train, epochs=5, batch_size=32)

model.train_on_batch(x_batch, y_batch)

loss_and_metrics = model.evaluate(x_test, y_test, 

batch_size=128)

classes = model.predict(x_test, batch_size=128)

集成前端

https://github.com/keras-team/keras
https://keras.io/
http://keras-cn.readthedocs.io/en/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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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S

GItHub主页：https://github.com/NVIDIA/DIGITS

英文文档：https://keras.io/

中文文档：http://keras-cn.readthedocs.io/en/latest/

安装流程：

1. 安装caffe

2. 安装Tensorflow（可选）

3. 安装torch（可选）

4. 安装digits

运行：

./digits-devserver

浏览器访问：

http://localhost:5000/

● 第一步：准备并创建数据集

● 第二步：设计并创建任务模型

● 第三步：训练测试模型

✓ 功能概览
✓ 预处理
✓ 分类
✓ 目标识别
✓ 分割
✓ 可视化及分析

高度集成前端

https://github.com/NVIDIA/DIGITS
https://keras.io/
http://keras-cn.readthedocs.io/en/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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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

数据集：手写体数据集 MNIST：含 0～9 十个数字，60000个训练样本，10000个测试样本；

分类模型：LeNet-5，一种卷积神经网络。依次包含一个输入层（INPUT）、卷积层（C1）、池

化层，也叫下采样层（S2）、卷积层（C3）、下采样层（S4）、卷积层（C5）、全连接层（

F6）和一个输出层，由于有0～9个数字，所以输出层的神经元的个数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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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tf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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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kera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keras）

Keras代码更为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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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digit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digits）
1. 创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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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digit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digits）
2. 创建模型

创建分类模型，命名为：MNIST Classiffication，选择LeNet网络，设置训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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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digit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digits）

模型创建完成后，DIGITS 开始训练

网络，并实时显示训练损失、验证损

失、验证正确率、学习率变化、GPU

资源占用等信息。

3. 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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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digit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digits）
4. 测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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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01_LeNet_MNIST/digits基于LeNet的手写体分类（digits）
4. 测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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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YOLOv3的目标检测（darknet平台） exp02_YOLO_Detection

YOLO利用单个卷积神经网络，将目标检测问题
转换为直接从图像中提取bounding boxes和类别
概率的回归问题，分为3个阶段：
（1）将图像缩放到448*448

（2）通过神经网格进行检测和分类
（3）NMS抑制，输出最终结果

数据集：VOC2007，含20类，训练集（
5011幅），测试集（4952幅），共计9963

幅图；
网络：YOLOv3，采用多尺度预测 （类
FPN）；采用更好的基础分类网络（类
ResNet）和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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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YOLOv3的目标检测（darknet平台）

Darknet主页：
https://pjreddie.com/darknet/

darknet源码下载：
https://github.com/pjreddie/darknet

修改配置（Makefile）：
GPU=1

CUDNN=1

OPENCV=0

OPENMP=0

DEBUG=0

构建安装：
make –j$(nproc)

详细教程

exp02_YOLO_Detection

https://pjreddie.com/darknet/
https://github.com/pjreddie/d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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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简要介绍了深度学习的应用；

• 简要对比了常见深度学习平台；

• 精通一种平台，了解多个平台；

• 具体使用哪个平台，根据需求选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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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与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