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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目标检测算法

及在票据检测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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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是机器视觉应用的重要方面。该文系统总结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基于

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及其他优化算法的算法思想、网络架构、演进过程、技术指标、应用场景，指出在机器视觉

系统应用中，应充分考虑检测对象、检测精度、实时性能要求，结合不同目标检测算法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检测算

法。最后，面向票据检测需求，分析目标检测算法在票据图像位置检测、防伪特征检测、文本信息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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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chine vision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object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egion proposals, the object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egression  method  and  the  oth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hen  analyze  theirs ’  network
architecture,  evolution  process,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 vision system, the object,  detection accuracy and real-tim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object  detection  algorithms,  the  most
suitable  detection  algorithm  should  be  selected.  Finally,  for  the  banknote  detection  require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in  ticket  image  position  detection,  anti-counterfeiting  feature
detection and text information detection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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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智能制造与装备等产业中，机器视觉检测技

术因其实时性好、准确性高、适用性广而得到广泛

应用。目标检测作为机器视觉系统主要任务之一，

在工业相机采集高分辨率图像信息基础上，实现多

目标物体识别、位置预测，并关联目标物体位置信

息与世界坐标信息，控制视觉检测系统驱动器进行

相应机器检测操作[1]。机器视觉目标检测算法由目

标特征提取器、目标分类器与目标位置区域搜索方

法构成[2-5]。其中，目标特征提取器由人为设计，提

取目标图像颜色、形状、纹理等信息，如方向梯度直

方图特征[6](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HOG)、尺

度 不 变 特 征 [7](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等；目标分类器则是基于提取器得到信息进

行特征计算，确定目标类别，代表性的有基于支持

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分类器 [8]、

adaboost分类器[9]；目标位置区域搜索方法通常是采

用滑动窗口 (slding window)在图像上滑动，对每个

滑动区域进行特征提取与分类，判断该区域存在目

标概率及其位置[10]。机器视觉目标检测算法的目标

特征提取器、目标分类器、目标位置区域搜索方法

独立设计，实现目标检测，在特定场景下检测效果

良好，但通用性较差、开发周期较长。

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具有特征学习与归纳能力强特点，深度学习

采用端到端学习策略 (end-to-end learning)，将特征

提取、目标分类、目标定位任务整合到神经网络架

构中，实现从图像输入到目标分类与定位检测结果

输出的统一过程[11]，与经典目标检测算法相比，有效

地简化算法过程，提高检测效率，以 CNN为代表的

深度学习方法成为目标检测领域研究热点 [12]。目

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与机器视觉系统

结合，已经在无人机巡检[13]、工业 CT图像缺陷检测[14]、

车辆检测[15]、移动端人脸检测[16] 等领域取得较大进

展，但在复杂多变的目标检测场景中应用存在问

题，如在票据检测应用领域，目前多采用传统目标

检测方法完成票据某一防伪特征检测[17-18]，而实现票

据完整检测涉及多光照条件票据检测[19]、票据多防

伪特征检测[20]、票据文本信息检测[21] 等多项任务，票

据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又呈现复杂多变图像特征，传

统目标检测方法在票据多目标检测中应用复杂、实

现困难。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在高特征维

度中具有强大分辨能力[22]，非常适合应用于票据检

测的机器视觉系统中。

本文系统总结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目标检

测算法，对比各种算法在 VOC2012[23] 目标检测数据

集中的性能，指出不同目标检测算法适用的机器视

觉任务场景，并结合基于深度学习的票据检测技术

加以分析与应用。

1    目标检测算法准确性评价指标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以经典 CNN作

为骨干网络，包括输入层、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

层、输出层[24]。输入层以固定分辨率图像作为输入，

由多层卷积层进行图像逐层卷积运算，完成从颜

色、纹理等低级特征到图像高级语义特征提取，全

连接层则根据输出层具体任务，对高层特征进行映

射，再由 SVM、SoftMax等分类器输出目标类别置

信度、目标包围框 (bounding box)坐标参数。典型

CNN网络包括 AlexNet[25]、GoogleNet[26]、VGG16[27]、

ResNet[28] 等。算法结合目标位置区域搜索方法，采

用端对端训练策略，完成图像从输入到目标类别、

目标位置坐标输出的统一过程[29]。

NTP

NFP

NTN

NFN

在多类别目标检测任务中，算法在一幅图像上

对某种待测目标的检测结果存在 4种情况 (图 1为

算法检测结果示意图)，情况 1为算法检测得到的样

本属于待测目标样本 TP，数量为 ；情况 2为算

法检测得到的样本不属于待测目标样本 FP，数量为

；情况 3为未被算法成功检测的其他目标样本

TN，数量为 ；情况 4为未被算法成功预测的待

测目标样本 FN，数量为 。

Pprection Precall Pprection

NTP+NFP

目标检测算法准确性评价指标可用查准率

、查全率 表示。其中，查准率 定

义为算法检测得到样本总数 中，待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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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算法对某种待测目标的检测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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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样本数 所占比率，即：

Pprection=
NTP

NTP+NFP
(1)

Precall

NTP+NFN

NTP

查全率 定义为图像上存在的所有待测目

标样本数 中，算法检测的待测目标样本数

所占比率，即：

Precall=
NTP

NTP+NFN
(2)

Precall

Pprection Precall

Pprection

在保证查全率 处于较高水平前提下，查准

率 越高，算法性能越好。以 为横坐标，

以 为纵坐标建立曲线，曲线与坐标轴中所包

围面积即为算法在单类目标检测中的准确性评价指

标 AP(average precision)，对于多类别目标检测，则

求各类目标检测结果准确性指标平均值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作为算法准确性评价指标。

2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目标检测算法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目标算法按实现原理

可分为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30]、基于回归

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31]，两者区别主要在于是否采

用区域候选方法 (region proposals)。此外，一些算

法从损失函数设计、网络优化入手，提高算法检测

能力[32]。

2.1    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

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首先为待检测目

标选取候选区域；其次，在候选区域上进行特征提

取、目标分类、位置调整；最终输出检测结果。

1) R-CNN
Girshick(2014)将 CNN引入目标检测任务，提

出 R-CNN算 法 [33](regio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是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奠基之作。

图 2为 R-CNN算法流程，利用选择性搜索策略

(selective search)提取约 2000个目标候选区域，将

候选区域大小改变为统一尺寸，输入由 AlexNet作
为骨干网络实现自浅而深的图像特征提取，由

SVM分类器对每个候选区域特征向量进行分类，最

后采用非极大值抑制策略 (non-maximum suppression，

NMS)完成目标包围框位置修正。

R-CNN通过区域候选方法将目标检测问题转

化为图像区域的分类问题，相较于经典算法，大幅

度提高算法检测性能，具有简单、通用性强优点，但

其在 2000个区域候选与特征提取中进行多次重复运

算，影响算法时间性能。在 ILSVRC2013数据集上，

R-CNN将 mAP从之前最佳算法 OverFeat的 24.3%
提升至 31.4%，在 VOC2012数据集上达到 53.3%。

2) SPP-Net
为弥补 R-CNN对 2000个区域候选区域尺寸改

变、特征提取出现重复操作、冗余运算问题，Kaiming
He等 (2015)提出 SPP-Net(spatial  pyramid  pooling
network)，一次性完成整张图片卷积特征提取，且无

需固定图片尺寸，极大减小 R-CNN算法卷积运算

量[34]，图 3为 SPP-Net算法流程。相较于 R-CNN算

法网络结构，SPP-Net在卷积层最后一层与全连接

层间加入空间金字塔池化层，它将选择性搜索策略

得到的候选区域对应至卷积特征图上，并全部以金

字塔池化方式形成大小一致的特征图进入全连接层

进行进一步计算。

SPP-Net在 R-CNN基础上，采用空间金字塔池

化方式解决候选区域归一化问题，并在一次卷积运

算基础上实现所有候选区域特征提取，在检测速度

上比 R-CNN提高 38~102倍，准确性上略有提高。

但 SPP-Net对象分类与边界框回归两部分任务依然

是分离进行，计算空间占用率高，计算效率较低。

3) Fast R-CNN
Girshick(2015)借鉴 SPP-Net空间金字塔池化

① 输入图像

人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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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CNN 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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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PP-Net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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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思想，提出 R-CNN升级版本 Fast  R-CNN[35](fast
reg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图 4为 Fast R-
CNN算法流程图，其在卷积层之后引入 ROI
Pooling层，与空间金字塔池化层产生相同效果，保

证在不同分辨率候选区域输入下得到相同维度特征

向量，满足网络输出对图像分辨率的要求，并可使

用反向传播 (back propagation, BP)[36] 实现网络端对

端学习。同时，Fast R-CNN构造多任务损失函数，

将分类与边界框回归统一于一个损失函数中，实现

分类与定位结果的统一输出。此外，Fast R-CNN采

用 VGG16作为骨干网络，更为优异的特征提取网

络一定程度上提高目标检测准确率。

Fast R-CNN作为R-CNN升级版本，在VOC2012
数据集上 mAP达到 66.0%，同时，端对端的统一学

习架构使得 Fast R-CNN的训练时间、检测时间有

效缩短，在不包括区域候选过程条件下，单张图片

检测时间为 0.3s。但选择性搜索这一区域候选方法

仍然严重影响 Fast R-CNN的实时性能，是 Fast R-
CNN的工业应用瓶颈。

4) Faster R-CNN
SPP-Net与 Fast R-CNN均从特征提取、候选区

域尺寸归一化角度提升目标检测算法性能，而 Girsh-
ick(2017)提出的 Faster  R-CNN(faster  region-  con-
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则从算法另一瓶颈——区

域候选策略改进算法[37]，Faster R-CNN提出 RPN网

络 (region proposal network)代替选择性搜索作为区

域候选方法。图 5为 Faster  R-CNN算法流程图，

RPN网络在图像卷积特征图上通过滑动窗口方法，

采用预设尺度为特征图上每个锚点生成 9个锚点框

并映射至图像原图，即为候选区域。其中，RPN与

全连接层共享输入卷积特征图，极大降低运算量。

Faster R-CNN采用 RPN代替选择性搜索方法

完成区域候选任务，充分利用骨干网络提取的图像

特征。Faster R-CNN在 VOC2012数据集上mAP达

到 75.9%，时间性能达到 5f/s，即 1 s内可检测 5张

图像 (包括区域候选过程)；但算法在小目标检测任

务中效果较差，这是由于选取的锚点框经过多次下

采样操作，再返回至原图时，对应于原图中区域较

大部分，使得小目标的定位准确性下降。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

采用区域候选方法预测目标位置，通过合并有效区

域、去除冗余区域策略实现目标位置调整，实现目

标高精度定位，但区域候选方法耗费较长时间，适

用于检测精度要求高、检测实时性要求不高场合。

2.2    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

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不同于基于区域

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区域候选+分类”思路，将目标

检测过程简化为端到端的回归问题，通过网格划

分、像素合并等操作减少图像处理操作，直接获得

目标类别与位置信息，提高算法实时性。

1) YOLO系列

针对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操作繁复、实时

性不佳的缺点，Redmon J等 (2016)提出 YOLO(you
only  look  once)算法 [38]。图 6为 YOLO算法流程

图，其将图像划分为 S×S网格 (cell)，在提取卷积特

卷积特征
提取

区域候选 ROI 池化 全连接

分类
边界框
回归

输出

 

图 4    Fast R-CNN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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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aster R-CNN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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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图基础上，若目标中心落在某网格中，则该网格

为目标预测若干个目标边界框与置信度，最后通过

边界框交并比 IOU(intersection over union)等指标

去除、合并边界框，最终获得检测结果。

YOLO采用以网格划分为基础的多尺度区域代

替区域候选步骤，以牺牲部分检测精度为代价提高

检测速度，实现在线实时检测，检测时间性能达到

45f/s，在VOC2012数据集上mAP为 57.9%。YOLO
受检测精度影响，其目标定位较为粗糙，小物体检

测效果差，易出现漏检情况。

Redmon J等 (2017)在 YOLO算法基础上研究

YOLO9000算法[39]。针对 YOLO检测精度问题，YO-
LO9000在卷积网络架构上进行优化，设计 DarkNet-
19网络并引入批归一化层 [40](batch  normalization,
BN)，一定程度上解决训练过程过拟合问题，从图像

特征提取质量角度提高检测精度。在小目标检测效

果不佳问题上，YOLO9000采用多尺度训练策略

(multi-scale training)，即网络训练过程中调整输入图

像分辨率，使得网络具有不同分辨率图像的检测能

力。YOLO9000在 45f/s检测速度下达到 mAP值

为 63.4%的检测效果。由于 YOLO9000算法仅使

用最后一层特征图作为特征输入，特征信息多样性

不足，限制其检测效果。

Redmon J等 (2018)再次研究 YOLO系列新算

法 YOLOv3[41]，CNN研究结果表明，具备深度、宽度

的特征提取网络在特征多样性、层次性表达效果更

好[42]。YOLOv3借鉴该思想，设计更深的特征提取

网络 DarkNet-53，以及面向工业应用的轻量化网络

Tiny-DarkNet，进一步弥补 YOLO系列算法在检测

精度上的缺陷。

2) SSD
Liu Wei等 (2015)在以 YOLO为代表的目标检

测算法思路基础上，借鉴 Faster R-CNN在提高检测

精度方面采取的方法，提出 SSD(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目标检测算法 [43]。图 7为 SSD算法核心

思想示意图，SSD算法与 YOLO系列算法思想一

致，将原始图像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同时借鉴 Faster
R-CNN关于锚点框设置方法，为每个网格设置特定

长宽比先验框，以适应目标形状与大小，减少训练

难度。另外，SSD采用多尺度训练策略，大尺度特

征图用于检测小目标，小尺度特征图用于检测大目

标，提高目标检测精度。

SSD算法结合 YOLO算法、Faster  R-CNN算

法优点，兼具实时性与准确性，在当时是最先进算

法之一，在 VOC2012数据集上达到 72.4%检测精

度及 59f/s检测速度。同时，SSD采用多尺度训练

策略，使得 SSD在小目标检测上取得重大突破，适

用于小目标检测场景。

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与基于区域候选

的目标检测算法相比，减少区域候选步骤，直接在

原图图像上划分网格、分类、位置调整，提高检测速

度，但由于网格划分不具备目标位置的任何先验信

息，导致该类算法在检测精度上略有欠缺，适用于

在线、实时检测场合。

2.3    其他相关改进算法

除基于区域候选、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

法思想外，一些目标检测算法从损失函数优化、神

经网络加速等方面进一步提高算法检测准确性与实

时性。

1) RetinaNet
T. Lin等 (2017)指出目标检测算法精度难以进

一步提升主要由类别不平衡问题导致，即在算法生

成的大量目标边界框中，大部分边界框包含的是图

将原始图像划分为
S×S 个网格 (cell)

每个网格预测若干个
目标边界框及置信度

生成目标类别置信度
分布图

合并目标边界框，得
最终检测结果

 

图 6    YOLO 算法流程图

原始图像 大尺度特征图 小尺度特征图

目标先验框

 

图 7    SSD 算法核心思想示意图

第 45 卷 第 5 期 刘桂雄，等：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目标检测算法及在票据检测中应用 5



像背景类别，只有少部分边界框包含待测目标。若

分类器将所有边界框分类为背景类别，将导致分类

器往错误方向训练学习，检测效果下降。在此问题分

析基础上，T.Lin等设计新损失函数，提出 RetinaNet
目标检测算法[44]，它在损失函数设计中加入损失权

重参数，当检测结果为背景时具有较小损失权重值，

当检测结果为待测目标时具有较大损失权重值，达

到背景类别、待测目标类别整体样本损失值平衡。

2) RefineDet
S. Zhang等 (2018) 指出 CNN在执行下采样步

骤时，将丢失目标边界等细节信息且在高特征维度

中无法恢复，产生目标定位误差，从多卷积特征融

合角度对算法完成改进，提出 RefineDet(refinement
neural network for object detection)目标检测算法[45]，

借鉴 ResNet卷积层跳跃连接 (short connection)思
路，引入特征融合模块 transfer connection block)，将
网络中多个卷积层输出特征图进行连接，实现从底

层轮廓、边界特征到高层语义特征融合。此外，

RefineDet引入样本过滤机制，对于属于图像背景类

别且置信度高的样本，算法直接舍去该样本，以缓

解样本不平衡问题，提高训练速度。在 VOC2012
数据集上，RefineDet在 24.1f/s的时间性能下达到

80.1%的 mAP值。

表 1为各种目标检测算法及其效果比较表。可

以看出，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在检测精度

上表现优异，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在时间

性能上效果良好，在工业应用中，应根据应用场景、

任务要求选择算法。

3    目标检测算法在票据检测中的应用

在用于票据检测的机器视觉系统中，系统首先

由工业相机获取包含票据目标的高分辨率图像，检

测票据目标在图像上位置并确定其票据类别、光源

激发条件信息；其次，完成票据目标所有局部防伪

特征检测，并与该光源条件下标准票据防伪特征比

对，判定票据真伪[48]；最后，系统采用图像文本检测

方法读取票据票号、数额等信息，完成票据信息检

测。在票据检测过程中，涉及目标检测算法的应用

包括多光源激发条件下图像位置、防伪特征、文本

信息等检测。

3.1    票据图像位置检测

在开放式票据防伪鉴别仪器中，票据图像在视

觉系统视野中位置存在偏移、旋转情况，其在视野

表 1    目标检测算法及其效果比较表

分类 名称 实现方法
检测精度mAP
(VOC2012)/%

时间性能/
(f·s−1)

适用场景

基于区域候

选的目标检

测算法

R-CNN
采用selective search方法提取统一尺寸的目标候选区域，经CNN特征提取

输入SVM分类器对每个候选区域特征向量分类，最后采用NMS修正目标

位置
53.3 0.1 适用于检测

精度要求高、

检测实时性

要求不高场

合，如机械

零部件精密

检测[46]等

SPP-Net
在网络中加入空间金字塔池化层，在输入任意尺寸图像情况下，一次性

完成整张图像卷积特征提取
− 7.0

Fast R-CNN
提出ROI pooling层，实现与空间金字塔池化层类似效果，并将分类与边

界框回归统一于一个损失函数中，实现分类与定位结果的统一输出
66.0 3.3

Faster R-
CNN

设计RPN网络共享卷积特征，代替selective search完成区域候选步骤，降

低算法运算量，提高检测速度
75.9 5

基于回归方

法的目标检

测算法

YOLO
减少区域候选步骤，将原始图像划分为若干网格，直接在网格上进行目

标分类与边界框回归
57.9 45

适用于在线、

实时检测场

合，如面向

制造过程的

装配质量在

线检测[47]等

YOLO9000
在YOLO骨干网络基础上加入BN层，并结合多尺度训练策略，使得网络

具有不同分辨率图像的检测能力
63.4 45

YOLOv3
YOLOv3设计更深的特征提取网络DarkNet-53，以及面向工业应用的轻

量化网络Tiny-DarkNet，提高检测精度
− −

SSD
在YOLO系列算法思想上结合Faster R-CNN关于锚点框设置方法，为每

个网格设置特定长宽比先验框，以适应目标形状与大小，减少训练难度
72.4 59

其他相关改

进算法

RetinaNet
设计新损失函数，提高待测目标类别样本损失权重，降低背景类别样本

损失权重，以解决类别不平衡问题
− −

−
RefineDet

引入特征融合模块，将网络中多个卷积层输出特征图进行连接，实现从

底层轮廓、边界特征到高层语义特征融合，提升特征提取效果
80.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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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置影响票据局部防伪特征检测。传统方法采用

检测票据图像局部角点、颜色特征等实现票据图像

位置检测。Young P等 (2015)采用 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角点特征检测方法定位票据特征

位置，在可见光条件下实现票据识别[49]；Liu X W等

(2014)首先利用模糊集理论对纸币目标与背景进行

对比度增强，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纸币像素边

缘，根据像素边缘线角度校正纸币图像，完成纸币

位置区域检测[50]。该类方法在特定检测条件下的票

据位置检测效果良好，但在不同检测条件下通用性

较差，而票据完整检测要求在自然光、紫外光、透

光、红外光条件下分别检测 (见图 8)，要求票据图像

位置检测方法具有通用性。

票据图像位置检测是在高分辨率图像中对票据

目标的粗定位，是票据局部防伪特征检测基础。因

此，票据图像位置检测精度要求不高，只需获取票

据目标的边缘、类别信息，允许一定位置误差，但要

求算法时间性能佳，检测速度快。基于回归方法的

目标检测算法既满足多光源条件下票据位置检测算

法通用性要求，又具备实时性检测特点，是该任务

场景下首选算法。

3.2    票据防伪特征检测

票据防伪特征检测是票据检测的核心内容，是

通过视觉方法鉴别票据真伪的关键手段[51]。票据在

不同光源下呈现不同防伪特征 (如图 8所示)，如紫

外光下的荧光图案特征、透光下的油墨特征、红外

光下则隐去大部分特征，仅保留某些文字、编码特

征，复杂多变的票据特征为所有防伪特征检测增加

难度。传统图像算法针对票据一种或某几种防伪特

征设计相应检测鉴别算法[52]，Roy A等 (2015)将荧

光特征、安全线特征作为检测目标，结合阈值分割

等图像处理方法完成特征检测，并计算检测特征与

标准特征的图像欧式距离，判定真伪[53]；Bruna A等

(2013)研发红外光下欧元伪币检测系统，系统利用

红外相机获取的钞票图像，通过图像降噪、SIFT特

征提取，SVM分类方法评判红外光下整张纸币真伪

情况[54]。

以 Faster R-CNN为代表的基于区域候选的目

标检测算法在多目标检测任务中表现优异，检测精

度高，适用于票据多防伪特征检测任务场景。

3.3    票据文本信息检测

票据文本信息检测完成票据编码、数额、类型

等关键信息检测与读取，是实现票据信息自动保存

记录的基础。图 9为基于深度学习的票据文本信息

检测流程，在输入票据图像基础上，采用目标检测

算法预测票据信息文本框位置，其次在文本框内对

字符序列进行分割，依次对每个字符内容进行分类

识别，最终合并字符序列，输出票据文本信息。

票据文本信息处于票据图像很小区域范围内，

属于小目标检测任务范围，应选用类似 SSD在小目

标检测中又快又准的算法[55]。

在面向票据检测的目标检测算法应用中，根据

票据检测不同阶段、不同任务场景，结合不同类别

目标检测算法特点，选用最为合适算法。基于回归

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用于票据图像快速定位，基于

候选区域的目标检测算法用于票据防伪特征精准检

测，票据文本信息检测则使用 SSD等小目标检测算法。

4    结束语

目标检测是机器视觉检测的一部分，实现图像

上目标的分类与定位，可分为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

(a) 自然光下票据特征 (b) 紫外光下票据特征

(c) 透光下票据特征 (d) 红外光下票据特征
 

图 8    不同光源激发条件下票据特征

① 输入票据图像 ② 预测票据文本信息框位置

③ 字符序列分割与识别④ 文本信息输出

华夏银行

银行汇票

00 000 000
出票日期

(大写)
代理付款行

……

……

……

……

……
 

图 9    票据文本信息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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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算法、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其他改

进算法。其在票据检测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总

结如下：

1) 基于区域候选的目标检测算法采用“区域候

选+分类”的实现思路，区域候选策略为目标检测提

供先验定位，降低算法在目标定位选择的盲目性，

然后通过位置精修获得目标准确位置，其特点是检

测精度高，适用于图像精密检测场景；

2) 基于回归方法的目标检测算法则将目标检

测视为回归问题解决，减少区域候选步骤，简化算

法流程，直接在图像特征提取基础上输出目标类别

置信度与位置信息，有效提高检测实时性，适用于

动态在线检测场景；

3) 一些目标检测算法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目

标检测机理，从图像特征提取网络优化、训练损失

函数设计、多层卷积特征融合等方面实现目标检测

算法优化，提高检测精度；

4) 在票据检测的机器视觉系统中，包括图像位

置、防伪特征、文本信息等检测，在应用过程中，应

结合不同场景检测需求与目标检测算法特点，选择

适用算法，提高票据检测精度、实时性能，构建面向

票据检测应用的智能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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