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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构成 

CV 算法 

机器视觉类算法。本章只罗列知名 paper+重大级 cv 算法实现，小 cv 算法，直接掠过。我们通过更新日志，走

廊，demo 等方式来了解。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surf) 

SIFT 算法采用的是 DoG 图像，而 SURF 采用的是 Hessian 矩阵行列式近似值图像 

SIFT 算法中使用高斯差分对 、 和 进行近似估计，使用 、 和 函数代替高斯拉普拉斯函数，即 

 

Hessian 矩阵通过高斯差分后得到近似估计的 Hessian 矩阵 

 

高斯函数的高阶微分与离散的图像函数 做卷积运算时相当于使用高斯滤波模板对图像做滤波处理 

其行列式为 

 

此算法有其专利，不确定是否在中国会生效，github 开源社区由于该问题，很多项目没有内置集成 surf，

而是隐藏起来使用。 

简单来说,surf 是利用 Hessian 矩阵找出图像中的特征点，之后的处理，则是利用 bidirectional 

rejection方法找出特征与特征的匹配度。这些实现，目前都已经在 pascal 语系做好了贯通的流程。 

surf 的核心计算过程采用 c++实现，而 bidirectional rejection 计算则采用原生 pascal+sse2。 

下图为 surf的快速特征计算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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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ift) 

尺度不变特征转换(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或 SIFT)是一种电脑视觉的算法用来侦测与描述影像中的局

部性特征，它在空间尺度中寻找极值点，并提取出其位置、尺度、旋转不变量，此算法由 David Lowe 在 1999 年所

发表，2004 年完善总结。 
其应用范围包含物体辨识、机器人地图感知与导航、影像缝合、3D 模型建立、手势辨识、影像追踪和动作比

对。 
此算法有其专利，专利拥有者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局部影像特征的描述与侦测可以帮助辨识物体，SIFT 特征是基于物体上的一些局部外观的兴趣点而与影像的大

小和旋转无关。对于光线、噪声、些微视角改变的容忍度也相当高。基于这些特性，它们是高度显著而且相对容易

撷取，在母数庞大的特征数据库中，很容易辨识物体而且鲜有误认。使用 SIFT 特征描述对于部分物体遮蔽的侦测

率也相当高，甚至只需要 3 个以上的 SIFT 物体特征就足以计算出位置与方位。在现今的电脑硬件速度下和小型的特

征数据库条件下，辨识速度可接近即时运算。SIFT 特征的信息量大，适合在海量数据库中快速准确匹配。 
简单来说,sift 是利用高斯金字塔的差分空间找出图像中的特征点，之后的处理，则是利用 bidirectional 

rejection 方法找出特征与特征的匹配度。这些实现，目前都已经在 pascal 语系做好了贯通的流程。 
Surf 的核心计算过程+bidirectional rejection 计算,均采用原生 pascal 实现 
下 2 图为 sift 的 Freedemo，鲁棒性优于 s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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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Graph-Based Image Segmentation 

paper ur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21203d726fff705cc170a33.html 
post by.2004 
author: 
 Pedro F. Felzenszwal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pff@ai.mit.edu 
 Daniel P. Huttenlocher,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Cornell University,dph@cs.cornell.edu 
该算法实现了广义上按颜色进行梯度分割,效果不理想,远不如 MemoryRaster 内置的 TMorphologySegmentation 

 
 
  

https://wenku.baidu.com/view/f21203d726fff705cc170a33.html
mailto:pff@ai.mit.edu
mailto:dph@cs.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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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Barrier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at 80 FPS 

Paper url http://openaccess.thecvf.com/content_iccv_2015/papers/Zhang_Minimum_Barrier_Salient_ICCV_2015_paper.pdf 

post by 2015 
author 
 Boston University: Jianming Zhang1 
 Boston University: Stan Sclaroff1 
 Adobe Research:Zhe Lin2 
 Adobe Research:Xiaohui Shen2 
 Adobe Research:Brian Price2 
 Adobe Research:Radomir Mech2 
该算法实现了目标显著性的灰度转换,通过结合形态学,可以增强样本提炼的效果,目前尚未集成到引擎与工具链中,
只可以通过 ZAI 的 api 来使用.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会应用到它. 

 
 
  

http://openaccess.thecvf.com/content_iccv_2015/papers/Zhang_Minimum_Barrier_Salient_ICCV_2015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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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 as Selective Search for Object Recognition 

Paper url https://www.koen.me/research/selectivesearch/ 
post by 2011 
Abstract 
For object recognition, the current state-of-the-art is based on exhaustive search. However, 
to enable the use of more expensive features and classifiers and thereby progress beyond the state-of-the-art, 
a selective search strategy is needed. Therefore, 
该算法实现了候选分类框,它会将所有可能出现的分类框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再依靠 SVM 对框内容进行图像分类. 
该算法我只验证过它的可提取过程,并没有按照后续思路执行它的分类计算.我感觉这是一种不错的候选检测器实现

思路.于是在 1.3 将它引入计算引擎,在后面版本来应用它. 

 

 
 
  

https://www.koen.me/research/selectiv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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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ixing-Based Soft Color Segmentation for Image Manipulation 

url https://cvg.ethz.ch/research/soft-color-segmentation/ 
post by 2017 
reference material http://staff.ustc.edu.cn/~zhuang/acg/SIGGRAPH-2017-papers.pdf 
该算法实现 alpha 的反混合解算,等同于用猜测法将照片反解算成带有分层效果的.psd 数据(photoshop 文件). 
该算法对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要求非常高,需要超级算力支持. 

 

 
 
  

https://cvg.ethz.ch/research/soft-color-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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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son Image Editing 

Paper url http://www.cs.virginia.edu/~connelly/class/2014/comp_photo/proj2/poisson.pdf 
post by 2014 
author 
 Patrick Perez, Michel Gangnet, Andrew Blake 
 Microsoft Research UK 
该算法主要是由微软研究院针对老泊松混合公式重构而出的新的微分计算方式.目前应用在样本融合功能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计算引擎直接调用 Poisson 进行图像融合. 
在计算引擎中,Poisson 分为经典融合(opencv 内置的 Poisson 算法)与 Paper 融合(微软研究的新积分算法) 

 

 

 
  

http://www.cs.virginia.edu/~connelly/class/2014/comp_photo/proj2/poiss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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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Cut — Interactive Foreground Extraction using Iterated Graph Cuts 

Paper url http://www.cvg.ethz.ch/teaching/cvl/2012/grabcut-siggraph04.pdf 
post by 2004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interactive techniques · 2004 
Authors: Carsten Rother · Vladimir Kolmogorov · Andrew Blake 
Affiliation: Microsoft 

该算法为 opencv 现代方式实现,已经在计算引擎中集成,目前应用于样本自动化分割建模功能. 
该算法需要交互性质输入只能作用于工具,无法自动化完成工作,目前被自动化的语义分割全面取代.由于具备交

互性元素，在工具领域该算法仍然由一席之地. 
 
摘自知乎,关于 GrabCut 
GrabCut 在 graph cut 基础之上的改进包括：将基于灰度分布的模型替换为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以支持彩色图片；将能一次性得到结果的算法改成了『强大的』迭代流程；将用户的交互简化到只需要框

选前景物体即可。我觉得，核心的改变只有一点，就是支持彩色图片，其他的调整都是顺势而为，是被动的调整。 
 
出发点是大量的彩色图片的分割需求，那么，就需要把判断像素属于前景/背景的公式从简单的使用灰度 histogram
扩展为一种能支持彩色的模型。彩色像素值的稀疏问题比灰度图要严重得多（256 vs 17M），所以，继续使用 histogram
是不现实的，需要信息压缩得更好一点的模型，作者在这里参考前人，对前景和背景各建了 K=5 的高斯混合模型。 
 
但 GMM 模型也需要一定量的数据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概率。原始方法中，用户会用有宽度的笔刷初步标记前景/背景

区域，要是刷得长一点粗一点，一刷子也能有几百像素，在灰度模型中已经足够用了，但要换成彩色图，需要把前

景/背景中的代表色都给刷上，难度就高了些，用户估计也理解不了。也就是说，GMM 需要足够多的数据来得到靠

谱的参数，画线是不够的，得标注成区域才能满足模型需要。 
 
这也就是论文中『框住前景』处理的讨巧之处。『画框』看似在标记前景物体，但其实得到了大范围而且确定的背

景区域。根据这些确定的背景区域，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背景 GMM。相比之下，前景的 GMM 要低效得多，因为

用来出前景 GMM 的数据里包含了很多背景 GMM 的数据。 
 
如果这样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事情就结束了，但估计结果好不到哪儿去。主要原因推测是：GMM 模型本来就是

压缩得比较厉害的模型，这样的模型还没有精确点的参数，以此推算出的概率实在不足为信。那按正常的思路，接

下来就应该想方法得到更精确的 GMM 参数。论文中也是这样做的：既然前景 GMM 参数的主要问题是混杂了背景

的信息，那就尽可能把背景去掉后再重算 GMM 参数，而区分前景背景本来就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成了论文中的『更

新 GMM—更新分割』的迭代流程，由于计算 GMM 参数也还是有些计算量的（跟 k-means 的迭代更新类似，），所

以是每完整更新一次最小割、更新一次参数。这样做也是有理论支持的，因为仍旧满足每次更新，能量减少的约束，

结果可以收敛。 
 
因为 GrabCut 是按颜色分布和边缘对比度来分割图片的，对一些常见的与此原则相悖的图片，效果确实不好。比如

前景人物的帽子、鞋、墨镜，通常颜色跟前景主体有较大区别；再如前景中的孔，有可能由于颜色区分和边缘的对

比度不足，导致边缘的惩罚占上风，而没有扣出来背景。所以，GrabCut 还是保留了人工修正的操作，定义了两种

标记：绝对是背景和可能是前景。对分割错误人工修正后，分割还是可以比较准确的。 
 
  

http://www.cvg.ethz.ch/teaching/cvl/2012/grabcut-siggraph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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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eract OCR 

Document url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 
Project url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tesseract 
内置集成的 tesseract 是重构版本,处于兼容性和易编译性,改动比较多.对授权用户提供标准 API 和入门 demo. 
如果是 zOCR 用户,提供 c++端的傻瓜构建包,可自行构建 zOCR 的动态库.标准 ZAI 授权只有基本 API,不提供专业 OCR
解决方案. 
 
Paper author ：Ray Smith 

Ray Smith 是一个专注 OCR 检测识别 30 年的老头.下列文章是关于 Tesseract 在切字领域的算法方案.我在

MemoryRaster 光栅系统内置的 TextDetector 参考过这篇 paper.在经过深入思考和提炼以后,内置库中的 TextDetctor
简洁性和可读性目前优于这篇 paper. 
Primary Paper url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blob/master/tesseracticdar2007.pdf 
 
paper 摘要 
Abstract 

The Tesseract OCR engine, as was the HP Research Prototype in the UNLV Fourth Annual Test of OCR Accuracy[1], is 
described i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Emphasis is placed on aspects that are novel or at least unusual in an OCR engine,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the line finding, features/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the adaptive classifier. 
 
1. Introduction – Motivation and History 

Tesseract is an open-source OCR engine that was developed at HP between 1984 and 1994. Like a supernova,it 
appeared from nowhere for the 1995 UNLV Annual Test of OCR Accuracy [1], shone brightly with its results, and then 
vanished back under the same cloak of secrecy under which it had been developed. 

Now for the first time, details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algorithms can be revealed. 
Tesseract began as a PhD research project [2] in HP Labs, Bristol, and gained momentum as a possible software 

and/or hardware add-on for HP’s line of flatbed scanners. Motivation was provided by the fact that the commercial OCR 
engines of the day were in their infancy, and failed miserably on anything but the best quality print. 

After a joint project between HP Labs Bristol, and HP’s scanner division in Colorado, Tesseract had a significant lead in 
accuracy over the commercial engines, but did not become a product. The nex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was back in HP 
Labs Bristol as an investigation of OCR for compression. 

Work concentrated more on improving rejection efficiency than on base-level accuracy. At the end of this project,at 
the end of 1994, development ceased entirely. The engine was sent to UNLV for the 1995 Annual Test of OCR Accuracy[1], 
where it proved its worth against the commercial engines of the time. In late 2005, HP released Tesseract for open source. 
It is now available at http://code.google.com/p/tesseract-ocr. 
篇幅原因不做更多介绍,请在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 自行了解. 
下图为 OCR helloworld demo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tesseract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blob/master/tesseracticdar2007.pdf
http://code.google.com/p/tesseract-ocr
https://github.com/tesseract-ocr/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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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Morphology 

数学形态学（Mathematical morphology） 是一门建立在格论和拓扑学基础之上的图像分析学科，是数学形态学

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其基本的运算包括：腐蚀和膨胀、开运算和闭运算、骨架抽取、极限腐蚀、击中击不中变换、

形态学梯度、Top-hat 变换、颗粒分析、流域变换等。 
MemoryRaster 是原生 pascal 实现的多平台地基库：包括灰度形态学，二值化形态学，像素形态学，形态学分

割，灰度形态滤波器，这一系列经典形态学算法支持，贯通了原生 Pascal 在形态学领域的发展。之后在此基础之上

将会发展出许多应用程序。目前在 ZAI 应用最多的 CV 级计算就是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格 (数学) 

在数学中，格是其非空有限子集都有一个上确界（叫并）和一个下确界（叫交）的偏序集合（poset）。格也可以特征化为满足特

定公理恒等式的代数结构。因为两个定义是等价的，格理论从序理论和泛代数二者提取内容。半格包括了格，依次包括海廷代数和布

尔代数。这些"格样式"的结构都允许序理论和抽象代数的描述。 

拓扑学 

在数学里，拓扑学（英语：topology），或意译为位相几何学，是一门研究拓扑空间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内，在连续变化（如拉

伸或弯曲，但不包括撕开或黏合）下维持不变的性质。在拓扑学里，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 

拓扑学是由几何学与集合论里发展出来的学科，研究空间、维度与变换等概念。这些词汇的来源可追溯至哥特佛莱德·莱布尼兹，他

在 17 世纪提出“位置的几何学”（geometria situs）和“位相分析”（analysis situs）的说法。莱昂哈德·欧拉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与欧

拉示性数被认为是该领域最初的定理。“拓扑学”一词由利斯廷于 19 世纪提出，虽然直到 20 世纪初，拓扑空间的概念才开始发展起来。

到了 20 世纪中叶，拓扑学已成为数学的一大分支。 

组成 

数学形态学是由一组形态学的代数运算子组成的，它的基本运算有 4 个： 膨胀（或扩张）、腐蚀（或侵蚀）、开启和闭合，它们

在二值图像和灰度图像中各有特点。基于这些基本运算还可推导和组合成各种数学形态学实用算法，用它们可以进行图像形状和结构

的分析及处理，包括图像分割、特征抽取、边缘检测、 图像滤波、图像增强和恢复等。数学形态学方法利用一个称作结构元素的“探

针”收集图像的信息，当探针在图像中不断移动时， 便可考察图像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了解图像的结构特征。数学形态学

基于探测的思想，与人的 FOA(Focus Of Attention)的视觉特点有类似之处。作为探针的结构元素，可直接携带知识（形态、大小、甚至



 
 

21 

加入灰度和色度信息）来探测、研究图像的结构特点。 

左图为使用形态学编写的在星空图检测星系的 demo，中图为使用形态学编写的 ocr 文字检测 demo，右图为形态学分割。 

可放大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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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形态学重构应用图像 

该 demo 由 delphi 编写 

 

使用形态学提取商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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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形态学提取纸张 

 

使用形态学实现光学胶片的切割与仿真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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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ion 

投影只能算概念，投影会包含了图像截取和变换上的 CV 算法 

投影可以是 gpu 计算的硬件渲染，也可以是 cpu 计算的像素渲染，还可以是几何坐标。因为光栅系统对投影算

法的支持庞大，同时也被大量使用，所以将投影归纳到了 CV 算法。 
 

投影是高级光栅，在任何光栅系统中，凡是出现了投影(projection)功能的地方，都或多或少搭配了高级的框架。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传统的低级矩阵变换方式，这是 Graphics32 的 transform 的演示，通过旋转，平移，放大，

三要素，构建了 3*3 对称坐标换算矩阵，通过对称矩阵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来求取坐标系，达到重构图像的目的。 

 
在 MemoryRaster 中没有对称矩阵这种概念，因为作者认为使用矩阵转换坐标系太绕，会让很多高级坐标系的

代码看起来太蠢，假如由 4 顶点结构组成的体系 TV2Rect4 使用矩阵来转换坐标系，就会失去它的作用：本身设计

TV2Rect4 坐标系就是用于三角拆分的，在 opengl,vulkan,等等专业绘图体系，原子填充结构都是三角型，很老的绘图

体系，类似 d2d，是使用矩阵做框坐标系变换，在 dx9 以后而 d2d 所依赖绘图 api，其实都是 d3d，换句话说，d2d
使用矩阵做框转换，然后再转换成 d3d 的三角，这时候图片才被渲染渲染出来。在手机上，亦然如此，opengles，
都是原子三角型做图片填充，叫做顶点。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明显差异，MemoryRaster 没有使用矩阵，所有矩阵支持旋转，放大，平移，变形，等等变换

在这里均使用 TV2Rect4 坐标系来表达，最后，应用性能，表现能力，等等效果远远超过矩阵坐标系变换，符合正

常人类的直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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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moryRaster 中，三角形式的投影无处不在 

下图是另一个光栅投影 demo，它演示了用 1 行代码将 4 个顶点转换成对称矩阵的实现思路和简洁性，可以代表像素重构的灵活性 

 
下图中光栅内核的三角填充算法符合 opengl/dx/vulkan 坐标采样规范，这是从软件渲染来仿真硬件渲染的地基 

 
下图为 ocr 的文字检测算法，当我们完成文字检测，提取文字给分类器做识别，做一次投影就取出来了 

 
 

  



 
 

26 

图形/像素/渲染支持 

该部分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 

MemoryRaster 

MemoryRaster 就是光栅图也叫做位图、点阵图、像素图，简单的说，就是最小单位由像素构成的图，只有点的

信息，缩放时会失真。每个像素有自己的颜色，类似电脑里的图片都是像素图，你把它放很大就会看到点变成小色

块了。 
 

栅是格栅,就是纵横成排的小格，小格小到极至，就是点了。对于一个图像，人可以一眼就看明白。但是计算机

要记录下来就要把这个图像分成一个个小格也就是点阵，点格栅分得越细，图像也就记录得越有细节。 
 

这种格式的图适合存储图形不规则，而且颜色丰富没有规律的图，比如照相、扫描。 BMP,GIF,JPG 等等.格式的

文件。重现时，看图软件就根据文件里的点阵绘到屏幕上.或都打印出来。 
 
 光栅要做完善，会做的很大，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选择性来做系统支持的光栅功能，我们常用的 ImageEn，
Imaging，Tbitmap 这些东西的核心就是一个光栅，而它周边的点线圆绘制，jpg,bmp 文件格式，是作为子系统来设

计的。 
 
 MemoryRaster 相比 Graphics32 和 ImageEn 更偏图像和信号处理领域。 
 Memory+Raster，这样命名更突出它的工作机制是纯粹在内存中操作的光栅。 

MemoryRaster 公共光栅支持格式 

 公共光栅泛指与 Photoshop，VCL，FMX，c#，c++，JACA 等三方库兼容光栅格式 
 

 .jpg 格式，内置支持方式，完整 jpg 体系支持，包括线性交错/块编解码，像素格式支持 
 BGR/RGB 
 BGRA/RGBA 
 YCCK/CMY/CMYK 
 YCbCr 
 YCbCrA/YCbCrK 
 CIE L*a*b 
 YUV 

 .bmp，24Bit，内置支持方式，24 位光栅格式 
 .bmp，32Bit，内置支持方式，含有 alpha 的 32 位光栅格式 
 .PNG，内置支持方式，存储时会自动化侦像素测序列结构，交错/插值压缩支持，支持 2,8,16,24,32 光栅序

列，完整 png 体系支持 
 .JLS，内置支持方式，线性交错压缩支持，只支持 gray/24 两种光栅序列 
 .bmp，外置库支持方式，16/8/2 光栅序列  
 .tga，外置库支持方式 
 .dds，外置库支持方式 
 .gif，外置库支持方式 



 
 

27 

MemoryRaster 私有光栅格式支持 

 .zlib_bmp，标记:$8D42:zLib 压缩器+Alpha 通道+32 位序列 
 .deflate_bmp，标记:$8D43:Deflate 压缩器+Alpha 通道+32 位序列 
 .BRRC_bmp，标记:$8D44:BRRC 压缩器+Alpha 通道+32 位序列 
 .yv12，标记:$8D46:zLib+YV12（视频序列） 
 .yv12，标记:$8D46:YV12（视频序列） 
 .hyuv，标记:$8D47:zLib+half+YV12（1/2 尺度）（视频序列） 
 .hyuv，标记:$8D47:half+YV12（1/2 尺度减半）（视频序列） 
 .qyuv，标记:$8D48:zLib+Quart+YV12（1/4 尺度）（视频序列） 
 .qyuv，标记:$8D48:Quart+YV12（1/4 尺度）（视频序列） 
 .seq，标记:$8888:序列帧动画+zLib 压缩器+Alpha 通道+32 位序列，常用于游戏 

 
下图是一个 demo,它展示了光栅格式的读取/存储延迟和信号保真度，截图时 pc 正在构建程序，延迟数值不标

准。需要自己运行该 demo 作为标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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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支持系统 

 字体支持是一个独立的光栅支持系统，它的主要工作是读取构建好的字体光栅数据，高速绘制到物理光栅区。 

字体光栅构建 

 字体构建是按单字符碎片进行尺度分类，排序，最终会生成一张 8 位光栅的大图，这张图一直都在 8k 分辨率

上下。字体构建是一次性的工作，我们构建一次字体光栅，它可以工作与所有环境，因为它无需依赖操作系统的字

体 api。 

font Builder 工具 

字体构建，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工具 font Builder 来干。如下图，这是运行于 windows+vcl 框架的工具。目前该工

具没有发现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自动构建字体，需自己修改该工具源码来实现批处理。 
Font builder 使用了 graphics32 的 font AA 技术，因为反锯齿需要做大图的像素平滑，然后再缩图才能得到最终

结果。graphics32 按单字符做 AA，并非全图计算，当我们将 AA 开到 4 级会非常慢，1,2 级中文字库需要 5-10 分钟。 

左图为老版本，右图为 1.31 版更新过的 FontBuilder，新增支持彩色文字预览 

 

使用自动化 API 构建光栅字体 

 
FMXCharacterMapBuilder 库只有一个函数，它的工作是直接生成字体光栅库。至于我们要怎么应用，自行编程

来解决。 
设计 FMXCharacterMapBuilder 库并非对 MemoryRaster 画字体的支持，而是解决自动化生成字体样本生成给 
OCR，Scene Text Detector，Resnet，GNIC，GDCNIC 这类专业模型 

存储格式 

字体支持采用 8 位固定光栅格式+固定字符表作为数据格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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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字体：MemoryRaster_DefaultFont 

这是一个预置字库，如果我们在 MemoryRaster 光栅需要画中/英字符，我们会需要该字库，它默认会包含 1，2
级简体/繁体中文字库光栅。8bit 分辨率在 8k 左右，应用体积会增加大约 8M，启动延迟增加 0.1s。 

如果 zDefine.inc 中构建定义含有 {$DEFINE 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我们的应用，包括 FPC+Lazarus/Delphi，
将会在.exe/.ipa/.apk/.dll/.so 这类文件中自动包含一个由 font Builder 创建的 MemoryRaster_DefaultFont.zfont 数据. 

默认字体：MemoryRaster_LargeFont 

这是一个预置字库，如果我们在 MemoryRaster 光栅需要画中/英/日/韩等字符，我们会需要该字库，它默认会

包含 1，2 级简体/繁体中文字库光栅/完整日文字库/完整韩文字库。8bit 分辨率在 12k 左右，应用体积会增加大约

16M，启动延迟增加 0.15/s。 
如果 zDefine.inc 中构建定义含有 {$DEFINE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我们的应用，包括 FPC+Lazarus/Delphi，

将会在.exe/.ipa/.apk/.dll/.so 这类文件中自动包含一个由 font Builder 创建的 MemoryRaster_LargeFont.zfont 数据. 
 
驱动默认字体细节的来龙去脉请自行参考 zDefine 过程定义详解.pdf 
 
下图 demo 演示了将 6 种外部字库绘制到光栅的方法（6 种字库均使用 font builder 构建），实现细节请自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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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rawEngine 

zDrawEngine，是专业 2D 渲染器，内部以 command list 结构定义的渲染队列，可用于接入多线程渲染，并行渲

染，GPU 渲染，软件渲染。具体来说，zDrawEngine 已经接入了 FMX 的底层 GPU 的渲染接口，在离开了 FMX 框架

以后，zDrawEngine 是可以运行于多平台的软渲引擎。 
关于游戏支持：目前 zDrawEngine 处于维护状态，无大更新打算。 

渲染内核 

裁剪 

裁剪的目的是让画输出的调用更少发生，从而提升流畅度。假如我们有 10 万张图片，那么一次画完，就需要

20GB 显存，这时候，我们需要优化，裁剪是一种经典的优化手法。通常是内置在引擎内部自动化进行的。 
专业裁剪的概念要区分 clip/cut/ignore，clip 是重构式裁剪，多用于低级层面实现，一般出现在可编程硬件管线

层次中：shader/cuda/asm 这类层次，cut 也是重构式裁剪，它多用于高级层面，一般出现的接口管线的层次上，由

于工作层面不同，他们的裁剪计算机制/裁剪结果也会各不相同，最后的 ignore 是暴力式的跳过，直接不画，多用

于最高级的层面。 
裁剪在 zDrawEngine 是自动化进行的。我们只需要了解概念即可。 
注意：我们会在 fmx 的控件中，常常看到 clipChildren,cliParent，这是一种 ignore 层次的裁剪。这是由于 fmx 开

发的测重面偏向于应用，所以 fmx 选用易于理解的单词来命名裁剪。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力层次不一样，最后导致了

概念上出现很大的区别，就底层原理来说，都是相同的。 

并行化渲染 

软渲/向前预判式渲染/向后回馈式渲染，在这几种方式下会常用到并行化渲染机制，目前尚未编写示例。 

多线程渲染 

游戏渲染常用技术之一，当场景贴图量达到 1000 张以上时，机器负载会加大，会造成渲染调用延迟，这时候，

渲染器会拆分出来，用独立线程来运行渲染调用，别的线程跑逻辑之类。 
Vulkan 为什么是次世代框架，因为 vulkan 从根本上就针对多线程和并行而设计，它的效率优于 opengl 框架。 

后台渲染 

游戏渲染常用技术之一，这是 RTT 的惯用手法之一，在线程中不跑渲染指令，而是直接渲染一张图，这个过程

叫做采样，假如我们的场景有 3 层，分别是背景图，背景修饰图，前景图，那么后台渲染就是渲染成 3 张贴图，前

台负责拼接起来，使它看来是完整场景。这种渲染会用到很多线程的分离机制。 

贴图渲染 

把贴图/纹理/图片（叫法不同，性质相同，都是一种输入的光栅，带有 GPU 加速的叫硬件光栅，用句柄来传递，

不带有 gpu 加速的叫软件光栅，用指针传递），画到输出上 

渲染到贴图 

 渲染到贴图是指软件方式渲染到目标图片中/硬件方式到目标图片中，注意：这里有两条路。渲染到贴图也叫

RTT（渲染到纹理），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方式，RTT 作用都是为了辅助最主要那一条渲染流水线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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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阴影 

 2D 引擎的物理阴影是指对带有 alpha 信息的图片/纹理，做黑色混合预处理，这并不会修改纹理的原光栅，而

是针对纹理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带有影子的光栅，构建方式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硬件。 
 3D 的物理则是生成两次 buffer，一次是带有影子的目标 buffer，一次是原 buffer。在 3d 领域，buffer 的形式很

多，可以纹理，深度，帧缓冲区。构建方式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硬件。物理阴影的流程概念与 2d 是一样的。 
 3d/2d 当准备好了物理影子的“数据”以后，都会画两次来实现有影子的渲染：先用阴影数据画，再用原数据

画。 

高斯阴影 

 高斯阴影是 2D 在物理阴影基础上，会多做一次平滑处理。渲染器的硬件开销会略大于物理阴影。高斯阴影的

存在是为了让影子边缘看起来舒服，图形学的本质就是让视觉更舒适，自然。 

文字渲染 

 文字渲染时任何一个绘图类/2D 渲染器/3D 渲染器必须要支持的一项应用功能，因为原子渲染只能画光栅/像素，

文字渲染是将字符的光栅/像素提取出来以后，再去绘制。 
 在多数情况下，文字渲染都是一个偏中等规模的独立支持模块，因为文字光栅涉及到了对文字特有的光栅数据

结构存储/读取/驱动。 
 当我们解决了整个文字渲染的驱动以后，我们都会提供一个 api，它的工作就是做文字渲染。 

文字脚本渲染 

 作者在实现渲染器基本框架后，感觉单一的文字渲染不够用，于是用 zExpression 做了一个轻量脚本表达式，它

的使用和含义如下图。输出接口：FMX 与软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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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帧渲染 

 序列帧动画的原理很好理解，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载体，一般是一个图片，然后申请一个数组或 List 用来存放序

列帧，然后再根据需要遍历这个数组替换载体的图片源，这样就实现动画效果了。 
左图为序列帧预览/制作工具 右图为序列帧数据 

  

UI 渲染 

输出接口：FMX/软光栅 

 

粒子渲染 

输出接口：FMX/软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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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渲染 

下图为模拟生物运动的数据结构呈现。输出接口：FMX/软光栅 

 

下图为第二种环境模拟生物运动的数据结构呈现。输出接口：FMX/软光栅 

 

几何填充渲染 

同 fill polygon 相同。此节略过。请自行搜索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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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组合默认是软渲染 

 zDrawEngine 在无组合时默认会是软渲染。简单来说，我们创建一个 TdrawEngine 后，默认会直接以软件计算方

式向 MemoryRaster 进行输出。不依赖硬件和外部库，在内存中完成所有计算。 

组合形式：zDrawEngine+FMX 

zDrawEngine 对于 FMX 的输出是硬件级加速的，并不是渲染成一张图，再用 FMX 去画图。而是基于零碎的三角

填充，系统字体光栅，这些底层 api，与 FMX 接口来实现图形输出。 
我们建模工具的主视口，视频工具，无数多的 demo，都使用 zDrawEngine+FMX 组合做图形输出：这是成熟的

组合技术体系。 
 
左图主视口是 zDrawEngine+FMX 实现的程序渲染，右图是 zDrawEngine+FMX 实现的视频/监控播放 

  
下图是使用 zDrawEngine+FMX 实现的房卡项目，游戏画质是中等偏上的。这是在 2016 年房卡盛行与法律管制

尚未健全时编写的项目。渲染前台占有项目整体 30%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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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形式：zDrawEngine+h264+cpu 软编 

该组合使用 zDrawEngine+h264（原生 pascal 支持的 h264），实现视频码流构建。 
zDrawEngine 会先渲染成一张 MemoryRaster 格式的光栅，再用 h264 进行编码。在我们使用 build 按钮开始构

建 h264 后，渲染速率大概在 50fps/s 上下。 
左图是 h264 的构建 demo，右图则是使用 vlc 播放结构结果 

  

组合形式：zDrawEngine+h264+gpu 硬编+推流 

该组合使用 zDrawEngine+h264（cuvid）+网络通讯，实现视频码流构建。 
下图的客户端会先读取一个视频文件，然后解码成光栅，然后再用 zDrawEngine 再视频光栅中央画上字，然后

用 GPU 做硬件编码（gpu 可以轻松做到每秒 400fps），码流的碎片数据会实时发给服务器，服务器端则是将码流解

码成光栅后直接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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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拓扑学/相交计算/框体/三角切割/投影/多坐标系支持 

几何是一种用数据描述目标形态的语言 
几何的描述形式，主要有以下 2 种坐标系 

弧度坐标系 

 幅度坐标系在内部以 DeflectionPolygon 方式来应用，它的正坐标换算公式如下 
 x=x+d*cos(R) 

y=y+d*sin(R) 
x,y 为已知坐标,d 为距离,R 为位弧度,通常 R 以角度换算成弧度来输入 

因为在结构中只有 R+D 两种数据从而脱离固定坐标羁绊，具备尺度和旋转无关性条件，从另一方面来

说，它也等同于一个比使用对称矩阵更加优化和高效的可变换坐标系。 
这里的弧度坐标系只是提出概念，在具体的程序中，它周边有非常丰富的逻辑处理和计算支持。这需

要我们去详细阅读程序代码。 
下图是一个监控场景的设计环境，因为监控头的锥体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诸如，云台角度不同了，

分辨率不同了，而场景不会有很多变化，这对于弧度坐标系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尺度（缩放）/旋
转（锥体）无关。Polygon Tool 内部使用的坐标系都是统一的弧度坐标系，这种坐标系在编辑，修改上优

于顶点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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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坐标系 

顶点对数据的描述是绝对值 
2D 坐标用 X,Y 完成描述，TVec2 等同于 TPointf 
规则框体坐标用 2 个 2D 坐标表示左上和右下。TRectV2 等同于 Trectf 
不规则框体坐标用 4 个 2D 坐标表示框体，TV2Rect4，在投影计算中均采用该结构 
开闭多边形均采用顶点坐标系，TVec2List, TLines, T2Dpolygon 
塌陷多边形均采用顶点坐标系，T2DpolygonGraph 
基本的几何函数，三角函数，弧度函数等等，均针对顶点坐标系 

相交计算支持 

弧度/顶点坐标系，均有各自的相交计算的支持，原子计算函数包括线段相交，线圆相交， 圆相交 
结构型坐标系，对于相交计算均做过算法级优化。并行可满负荷，可实时计算百万级线段。 

  左图为实时线段相交计算，右图为大规模逻辑计算（按指数增加计算量） 

 

拓扑学 

这里的拓扑学是指点集拓扑学，由于应用的关系，只引用了 Hausdorf 算法。 
在拓扑学和相关的数学分支中，豪斯多夫空间、分离空间或 T2 空间是其中的点都“由邻域分离”的拓扑空间。

在众多可施加在拓扑空间上的分离公理中，“豪斯多夫条件”是最常使用和讨论的。它蕴涵了序列、网和滤子的极

限的唯一性。豪斯多夫得名于拓扑学的创立者之一费利克斯·豪斯多夫。豪斯多夫最初的拓扑空间定义把豪斯多夫

条件包括为公理。 
左图为 Hausdorf 算法 demo，右图为使用 Hausdorf 分析脸型/五官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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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切割 

因为光栅系统内核的原子填充都是三角形，于是引入了三角切割，对于凸类塌陷多边形效果较好。 
下图 demo 针对了塌陷多边形完成三角切割，并且给出多种优化形式 

 

投影 

基于几何库的投影都是在计算坐标，坐标是原子的，坐标不光用来表示形状，也会应用光栅投影参数。所以几

何部分的投影是基础函数。 

投影函数划分原则 

 ：框对框无需区分正反方向，因为它没有旋转参数（角度+轴心坐标），易于使用和理解 
 ：需要区分正反方向。有点像非对称矩阵计算，假如我们需要计算图片坐标投影到框

体转动后坐标，直观的投过去即可。它的存在为了让投影计算更人类，因为推导投影过程很反人类。 
 ：需要区分正反方向。有点像非对称矩阵计算，如果说旋转框对框是反，那么框对旋

转框则是正，它的存在为了让投影计算更人类，因为推导投影过程很反人类。 
 ：无需区分正反投影方向。用于替代对称矩阵，或自行设计矩阵。计算简洁性优

于对称矩阵。 
下图 demo 为正反投影在不等尺度框体中的演示，鼠标所处的红叉表示坐标 

 

投影的影响 

影响所有需要使用坐标的库，包括光栅投影，绘图，规则框体，非规则框体，多边形，塌陷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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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统计学是机器学习的前置学科，或则说统计学是计算概率的严肃类学科。这里主要介绍经典统计学算法的支持。

把这些算法当成工具即可。 
注意：在机器学习领域，本节统计学库除了特殊优化过的 KDTree，其余几乎没有用到。本节讲述的统计学方法

独立使用即可。 

Learn 引擎命名由来 

统计学和机器学习之间的界定一直很模糊，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一直认为机器学习只是统计学披了一层光鲜的

外衣。而机器学习支撑的人工智能也被称为“统计学的外延”，例如，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曾经说过人工智能

其实就是统计学，只不过用了一个很华丽的辞藻。因此统计学支持，叫 MachineLearn 无妨，Learn 是简写，叫 Anaylsis
太长不易拼写。另一方面，Learn 命名可以与别的统计学库区分开，目前在 Github 能搜到的 Learn 命名的统计学支

持库并不多。 
说明：Learn 引擎内部并没有换名，均按算法名词在 wiki 中的定义来书写。 
Learn 引擎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Analysis 

KDTree 

kd-tree（k-dimensional 树的简称），是一种分割 k 维数据空间的数据结构。主要应用于多维空间关键数据的搜

索（如：范围搜索和最近邻搜索）。K-D 树是二进制空间分割树的特殊的情况。 
在计算机科学里，k-d 树（ k-维树的缩写）是在 k 维欧几里德空间组织点的数据结构。k-d 树可以使用在多种应

用场合，如多维键值搜索（例：范围搜寻及最邻近搜索）。k-d 树是空间二分树（Binary space partitioning ）的一种

特殊情况。 
下图为 KDTree 的 2D 分割投影 

 
KDTree 是 Learn 的重要线性支持结构性算法，k-means，pca，lda，svm 都能搭上 KDTree。 
由于 KDTree 的空间切割机制，Learn 训练 KDTree 模型时都是非并行机制。  
Learn 训练 KDTree 模型时 TrainDepth 参量不会发生作用。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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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Tree 的高维灾难解决方法 

维数灾难让大部分的搜索算法在高维情况下都显得花哨且不实用。 同样的，在高维空间中，k-d 树并不能做很

高效的最邻近搜索。一般的准则是：在 k 维情况下，数据点数目 N 应当远远大于 2k 时，k-d 树的最邻近搜索才可以

很好的发挥其作用。不然的话，大部分的点都会被查询，最终算法效率也不会比全体查询一遍要好到哪里去。另外，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足够快，且不必最优的结果，那么可以考虑使用近似邻近查询的方法。 
 诸如 Resnet 度量化输出的线性维度，大都在 128/256 维以上，因为我们直接使用 KDTree 有一定机率发生上述

非最优化的匹配结果，因此在标准 Resnet 解决方案中，KDTree 都是遍历全部节点来找临近，多数情况，KDTree 都

包在 Learn 引擎来运行。当 Learn 引擎使用分类器方式构建，TLearn.CreateClassifier(ltKDT, 维度)，会使用并行方式遍

历所有节点找临近。当 Learn 引擎使用回归方式构建，TLearn. CreateRegression(ltKDT, 维度)，才会用空间二叉树的

搜索机制找临近。 

动态 KDTree 

 Learn 使用 KDTree 都是动态 KDTree，动态 KDTree 的特性是不固定 K 维长度，因此我们可以在程序中动态的指

定维度。 
动态 KDTree 的缺点是内存管理以数组方式进行。每次申明后，编译器内置的 runtime 库会做 fill 操作，KDTree

是为了解决线性大数据才会存在，数组形式的 fill 操作相比于 STL 的展开即用略显拖沓。数据量到达 1000 万，fill
操作会导致明显延迟。 

静态 KDTree 

 静态 KDTree 设计出来是作为独立库来使用，与 Learn 无关，区分动态/静态 KDTree 是受 pascal 语言机制影响。 
 静态 KDTree 是将常用的 K 维与原子变量类型绑定起来计算。内存管理方式按块对齐机制运行，不会进行 fill 操
作，因此在处理千万级大数据体量时，效果更接近 STL 模型，大规模计算效率相比动态 KDTree 会有提升。 
 静态 KDTree 在设计之初很想用 Templet，因为 Pascal 系 Templet 不好兼容 fpc/delphi， K 维的数量需要作为常

量传递，其次是绑定的原子变量类型换算方式。于是，最终是用程序自动构建成多种变量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 
如下(n=代码生成器给出的参数维度) 
 FastKDTreeC：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Currency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D：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Double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E：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Extended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I16：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SmallInt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I32：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Integer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I64：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Int64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I8：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ShortInt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FastKDTreeS：最大支持 n 维度的 Single 类型的静态 KDTree 库，带测试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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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ans++ clusterization 

原始 K-means 算法最开始随机选取数据集中 K 个点作为聚类中心，而 K-means++按照如下的思想选取 K 个聚类

中心：假设已经选取了 n 个初始聚类中心(0<n<K)，则在选取第 n+1 个聚类中心时：距离当前 n 个聚类中心越远的点

会有更高的概率被选为第 n+1 个聚类中心。在选取第一个聚类中心(n=1)时同样通过随机的方法。可以说这也符合我

们的直觉：聚类中心当然是互相离得越远越好。这个改进虽然直观简单，但是却非常得有效。 
目前 k-means++ clusterization 目前集成在动态与静态 KDTree 库中。 
运行动态与静态 KDTree 测试 api 时候，会自动包含 k-means++ clusterization 测试。 
在 Learn 引擎中，以下是 KDTree 结合 k-mean++的用法，  
With TLearn. CreateRegression (ltKM, 维度) do 
 Begin 
 Training(指定聚类数量); 
 End; 
 k-means 只有这一种用法，如果 Learn 以回归方式构建这是不支持 k-means 的。 
 由于 KDTree 的空间切割机制，Learn 训练 ltKM 模型时都是串行机制，Learn 的所有 Process 方法可以使用

并行计算加速。 
 Learn 训练 KDTree 模型时 TrainDepth 参量表示 KM++聚类数量。 

下图 demo 使用了 2 维数据做 K-means++分类，通过该 demo 我们也可以直观看到 MT19937 随机数并行机制支持对

于 k-means++种子算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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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decision forest 

在机器学习中，随机森林是一个包含多个决策树的分类器， 并且其输出的类别是由个别树输出的类别的众数

而定。 Leo Breiman 和 Adele Cutler 发展出推论出随机森林的算法。 而 "Random Forests" 是他们的商标。 这个术

语是 1995 年由贝尔实验室的 Tin Kam Ho 所提出的随机决策森林（random decision forests）而来的。这个方法则是

结合 Breimans 的 "Bootstrap aggregating" 想法和 Ho 的"random subspace method"以建造决策树的集合 

  

 在 Learn 引擎中，随机森林按是 TrainDepth 参数构建决策树，TrainDepth 低于 50 以 50 计算，TrainDepth 高于

50 按 TrainDepth 值的决策树。随机森林有两种使用方法  

 回归方式 

With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Forest, 输入长度 2,1) do 
 Begin 
 AddMemory('0,0 = a'); 

AddMemory('1,1 = b'); 
Training(100); 
DoStatus(ProcessToken(LVec('1,1'))); //输出值为 b 
Free; 

 End; 

 分类器方式  

With TLearn. CreateClassifier(ltForest, 输入长度 2) do 
Begin 
 AddMemory('0,0 = a'); 

AddMemory('1,1 = b'); 
Training(100); 
ProcessMaxIndexToken(LVec('1,1')); //输出值为 b 
Fre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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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 模型 

Logit 模型（Logit model，也译作“评定模型”，“分类评定模型”，又作 Logistic regression，“逻辑回归”）是离散

选择法模型之一，属于多重变量分析范畴，是社会学、生物统计学、临床、数量心理学、计量经济学、市场营销等

统计实证分析的常用方法。 
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局限性是要求因变量是定量变量(定距变量、定比变量)而不能是定性变量(定序变量、定类

变量)。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经常出现因变量是定性变量(分类变量)的情况。可用于处理分类因变量的统计分析

方法有：判别分析( Discriminantanalysis)、 Probit 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对数线性模型等。在社会科学中,应用

最多的是 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取值类别不同，又可以分为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只能取两个值 1 和 0(虚拟因变量)，而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因

变量可以取多个值。  
逻辑分布（Logistic distribution）公式：P(Y=1│X=x)=exp(x'β)/(1+exp(x'β)) 
其中参数β常用极大似然估计。 
Logit 模型是最早的离散选择模型，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模型。Logit 模型是 Luce（1959）根据 IIA 特性首次导出

的；Marschark（1960）证明了 Logit 模型与最大效用理论的一致性；Marley（1965）研究了模型的形式和效用非确

定项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极值分布可以推导出 Logit 形式的模型；McFadden（1974）反过来证明了具有 Logit
形式的模型效用非确定项一定服从极值分布。 

此后 Logit 模型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交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衍生发展出了其他离散选择模型，

形成了完整的离散选择模型体系，如 Probit 模型、NL 模型（Nest Logit model）、Mixed Logit 模型等。 
Logit 模型的应用广泛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概率表达式的显性特点，模型的求解速度快，应用方便。当模型选

择集没有发生变化，而仅仅是当各变量的水平发生变化时（如出行时间发生变化），可以方便的求解各选择枝在新

环境下的各选择枝的被选概率。根据 Logit 模型的 IIA 特性，选择枝的减少或者增加不影响其他各选择之间被选概率

比值的大小，因此，可以直接将需要去掉的选择枝从模型中去掉，也可将新加入的选择枝添加到模型中直接用于预

测。 
Logit 模型这种应用的方便性是其他模型所不具有的，也是模型被广泛应用的主原因之一。 
 

回归方式 

与随机森林相同，区别只在于构建时，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ogit, 输入长度 2,1) 

分类器方式 

与随机森林相同，区别只在于构建时，TLearn. CreateClassifier(ltLogit, 输入长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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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nberg-Marquardt 

 Levenberg-Marquardt 方法，是非线性回归中回归参数最小二乘估计的一种估计方法。由 D.W.Marquardt 于 1963
年提出，他是根据 1944 年 K.Levenbevg 的一篇论文发展的。这种方法是把最速下降法和线性化方法(泰勒级数)加以

综合的一种方法。因为最速下降法适用于迭代的开始阶段参数估计值远离最优值的情况，而线性化方法，即高斯牛

顿法适用于迭代的后期，参数估计值接近最优值的范围内。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较快地找到最优值 
 evenberg-Marquardt 算法是最优化算法中的一种。最优化是寻找使得函数值最小的参数向量。它的应用领域非

常广泛，如：经济学、管理优化、网络分析 、最优设计、机械或电子设计等等。 
  根据求导数的方法，可分为 2 大类。第一类，若 f 具有解析函数形式，知道 x 后求导数速度快。第二类，使用

数值差分来求导数。根据使用模型不同，分为非约束最优化、约束最优化、最小二乘最优化。 
 Levenberg-Marquardt 算法是使用最广泛的非线性最小二乘算法，中文为列文伯格-马夸尔特法。它是利用梯度

求最大（小）值的算法，形象的说，属于“爬山”法的一种。它同时具有梯度法和牛顿法的优点。当λ很小时，步

长等于牛顿法步长，当λ很大时，步长约等于梯度下降法的步长。图 1 显示了算法从起点，根据函数梯度信息，不

断爬升直到最高点（最大值）的迭代过程。共进行了 12 步。（备注：图 1 中绿色线条为迭代过程）。 

 
 LM 算法的实现并不算难，它的关键是用模型函数 f 对待估参数向量 p 在其领域内做线性近似，忽略掉二阶以

上的导数项，从而转化为线性最小二乘问题，它具有收敛速度快等优点。LM 算法属于一种“信赖域法”，所谓的信

赖域法，即是：在最优化算法中，都是要求一个函数的极小值，每一步迭代中，都要求目标函数值是下降的，而信

赖域法，顾名思义，就是从初始点开始，先假设一个可以信赖的最大位移 s，然后再以当前点为中心，以 s 为半径

的区域内，通过寻找目标函数的一个近似函数（二次的）的最优点，来求解得到真正的位移。在得到了位移之后，

再计算目标函数值，如果其使目标函数值的下降满足了一定条件，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移是可靠的，则继续按此规则

迭代计算下去；如果其不能使目标函数值的下降满足一定的条件，则应减小信赖域的范围，再重新求解。 
LM 算法需要对每一个待估参数求偏导，所以，如果你的拟合函数 f 非常复杂，或者待估参数相当地多，那么可能

不适合使用 LM 算法，而可以选择 Powell 算法（Powell 算法不需要求导）。 
 
 Levenberg-Marquardt 方法可以在机器学习中作为拟合计算方法，它可以更简单的输出 Loss 这类结果值。LM 的

梯度下降值在小维度计算中优于 SGD（目前 Z-AI 主要是使用拟合方法），SGD 可以做 MiniBatch，当图像重构量达到

很大规模后，SGD 的效果（性能/结果）优于 LM+LBFGS 方法。 
 经过确定，Matlab 的拟合工具箱，使用了 Levenberg-Marquardt 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想大概是简单吧。

不用考虑重构数据，MiniBatch 会涉及到随机数选型，投影，畸变等处理，基础需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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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回归方式 1 

With TLearn.CreateRegression2(ltLM, 2, 2) do 
Begin 

AddMemory('0,0 = 100,100'); 
AddMemory('1,1 = 101,99'); 
AddMemory('2,2 = 99,101'); 
Training(1000); // 1000 是训练的深度，只有在 ltLM 方式下，TrainDepth 才有效果，等同于 custom step 
Process('1,1'); // 输出值为 100.99 99.01 
Free; 

End; 

LM 回归方式 2 

With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M, 2, 1) do 
Begin 

AddMemory('0,0 = a'); 
AddMemory('1,1 = b'); 
Training(100); // 100 是训练的深度，只有在 ltLM 方式下，TrainDepth 才有效果，等同于 custom step 
DoStatus(ProcessToken(LVec('1,1'))); // 输出值为 b 
Free; 

End; 

LM 分类器方式 

With TLearn.CreateClassifier(ltLM, 2) do 
Begin 

AddMemory('0,0 = a'); 
AddMemory('1,1 = b'); 
Training(100); // 100 是训练的深度，只有在 ltLM 方式下，TrainDepth 才有效果，等同于 custom step 
DoStatus(ProcessMaxIndexToken(LVec('1,1'))); // 输出值为 b 
Free; 

End; 

Levenberg-Marquardt multi thread 

LM 的多线程版本，算法与 LM 一样，使用方法也一样。区别在于训练模型时使用了并行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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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FGS 

不教学。这是关于 LBFGS 实用性介绍，因为粘贴不上公式，下面是截图 

 
LBFGS 在机器学习中也可以作为拟合计算方法。在大规模拟合计算中 LBFGS 性能不如 SGD，因为 SGD 可以在

MiniBatch 机制中假设性重构 Input，一张图在某些请条件可能被 MiniBatch 重构成 100 万种同分类结果，对于图像

性质的拟合，这是可控的一种结果，我们可以在并行/后台线程/cuda 中来控制 MiniBatch，从而实现可控的拟合计

算过程：极大缩短不确定的步数计算周期。LBFGS 则不那么确定：需要明确给出训练深度。这里的描述可能不太好

理解，建议找些关于拟合优化算法的文章研究后再来理解这里的描述。 
LBFGS 在 MabLab 工具箱仍然可以作为拟合工具来使用，以教学为主，效率不高，少有 CV 类应用项目使用。 
SGD 目前没有 pascal 语系的算法版本，我使用的 SGD 原型摘自 c++的开源项目。 

LBFGS 回归/分类等等使用范式参考 LM 使用范式即可 

With TLearn.CreateRegression2(ltLBFGS, 2, 2) do 
    Begin 
      AddMemory('0,0 = 100,100'); 
      AddMemory('1,1 = 101,99'); 
      AddMemory('2,2 = 99,101'); 
      Training(1000); // 1000 是训练的深度，只有在 ltLBFGS 方式下，TrainDepth 才有效果，等同于 custom step 
      Process('1,1'); // 输出值为 100.99 99.01 
      Fre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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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FGS Multi Thread 

LBFGS 的多线程版本，算法与 LBFGS 一样，使用方法也一样。区别在于训练模型时使用了并行化机制 
 

LBFGS Multi Thread modify 

LBFGS 的算法优化版本，相比于 LBFGS 多出了一个类似学习率，失效步数类参数，其它地方与 LBFGS Multi Thread
几乎一致。使用方法也一样。另外，LBFGS Multi Thread modify 默认就是并行化计算。 
 

MonteCarlo 

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 method），也称统计模拟方法，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而被提出的一种以概率统计理论为指导的一类非常重要的数值计算方法。是指使用随机数（或

更常见的伪随机数）来解决很多计算问题的方法。与它对应的是确定性算法。蒙特·卡罗方法在金融工程学，宏观

经济学，计算物理学（如粒子输运计算、量子热力学计算、空气动力学计算）等领域应用广泛。 

回归和分类器的使用范式参考随机森林即可 

  With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MonteCarlo, 2, 1) do 
    Begin 
      AddMemory('0,0 = a'); 
      AddMemory('1,1 = b'); 
      Training(100); 
      DoStatus(ProcessToken(LVec('1,1'))); // 输出值为 b 
      Fre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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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ging Ensemble 

集成学习方法是指组合多个模型，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使集成的模型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对于多个模型，如何组

合这些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方法： 
 

 在验证数据集上上找到表现最好的模型作为最终的预测模型； 
 对多个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投票或者取平均值； 
 对多个模型的预测结果做加权平均。 

 
以上的几种思路就对应了集成学习中的几种主要的学习框架。 
 
 Bagging 是 Bootstrap Aggregating 的缩写。 
 

Bagging Ensemble+LM 

 该组合实现实现了对 LM 的 Bagging 集成，简单来说，它可以实现组合多个 LM 模型，因为直接组合多发生数据

丢失，overfit 这类情况。在 Learn 引擎中，Bagging 方式更倾向于构建随机数种子来重新训练 LM 模型。 
 该组合要区分并行/串行，在 Learn 构建时候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M_Ensemble,1,1);//串行方式重构 LM 模型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M_Ensemble_MT,1,1);//并行方式重构 LM 模型 
  

Bagging Ensemble+LBFGS 

 该组合实现实现了对 LBFGS 的 Bagging 集成，简单来说，它可以实现组合多个 LBFGS 模型，因为直接组合多发

生数据丢失，overfit 这类情况。在 Learn 引擎中，Bagging 方式更倾向于构建随机数种子来重新训练 LBFGS 模型。 
 该组合要区分并行/串行，在 Learn 构建时候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BFGS_Ensemble,1,1);//串行方式重构 LBFGS 模型 
 TLearn.CreateRegression(ltLBFGS_Ensemble_MT,1,1);//并行方式重构 LBFG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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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分布检验 

 利用观测数据判断总体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的检验称为正态性检验，它是统计判决中重要的一种特殊的拟合优度

假设检验。常用的正态性检验方法有正态概率纸法、夏皮罗维尔克检验法(Shapiro-Wilktest)，科尔莫戈罗夫检验法，

偏度-峰度检验法等。 
  

F 检验 

 F 检验（F-test），最常用的别名叫做联合假设检验（英语：joint hypotheses test），此外也称方差比率检验、方

差齐性检验。它是一种在零假设（null hypothesis, H0）之下，统计值服从 F-分布的检验。其通常是用来分析用了超

过一个参数的统计模型，以判断该模型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参数是否适合用来估计母体。 
 F 检验这名称是由美国数学家兼统计学家 George W. Snedecor 命名，为了纪念英国统计学家兼生物学家罗纳

德·费雪（Ronald Aylmer Fisher）。Fisher 在 1920 年代发明了这个检验和 F 分配，最初叫做方差比率（Variance Ratio）。 
 
该函数过于简单，未写 demo 

  

二项式化分布检验 

 二项分布是由伯努利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重复 n 次独立的伯努利试验。在每次试验中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而

且两种结果发生与否互相对立，并且相互独立，与其它各次试验结果无关，事件发生与否的概率在每一次独立试验

中都保持不变，则这一系列试验总称为 n 重伯努利实验，当试验次数为 1 时，二项分布服从 0-1 分布。 
该函数过于简单，未写 demo，左图为算法结果，右图为 excel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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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布检验 

 若 n 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ξ₁，ξ₂，...,ξn ，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也称独立同分布于标准正态分布），则这 n
个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平方和构成一新的随机变量，其分布规律称为卡方分布（chi-square distribution）。 

t 分布检验 

 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学生 t-分布（Student's t-distribution）经常应用在对呈正态分布的总体的均值进行估计。

它是对两个样本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测试的学生 t 测定的基础。t 检定改进了 Z 检定（en:Z-test），不论样本数量大

或小皆可应用。在样本数量大（超过 120 等）时，可以应用 Z 检定，但 Z 检定用在小的样本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

此样本很小的情况下得改用学生 t 检定。在数据有三组以上时，因为误差无法压低，此时可以用变异数分析代替学

生 t 检定。  
 当母群体的标准差是未知的但却又需要估计时，我们可以运用学生 t-分布。 
 学生 t-分布可简称为 t 分布。其推导由威廉·戈塞于 1908 年首先发表，当时他还在都柏林的健力士酿酒厂工作。

因为不能以他本人的名义发表，所以论文使用了学生（Student）这一笔名。之后 t 检验以及相关理论经由罗纳德·费

雪的工作发扬光大，而正是他将此分布称为学生分布。 

皮尔逊检验 

 皮尔逊检验(Pearson test) [1]  亦称 xZ(拟合优度)检验一个拟合优度检验.是英国数学家、生物

统计学家皮尔逊((Pearson, K.)于 1900年提出的.考虑一维的情况.设 X},XZ,...,X。 

 是从分布 F未知的总体中抽出的简单随机样本，要检验的假设有两种情况: 

 其中二=F(a;)-F(a;,).在情况 1及原假设下，F已知为 F。，z}''o}X 完全由样本决定，是统计量，

称为皮尔逊丫统计量. 

斯皮尔曼分布检测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也叫做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就是因为他通过等级排序的方式将数值转化为了等级排序，可

以方便的应用在非正态性的数据，或者是评级的数据中，用于相关性的检验。如果说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而且连续，

那么还是建议用散点图，加上皮尔逊相关系数以及假设检验的方式判断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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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分布计算 

此节不做详细介绍了。以后我会专门出本书来讲统计学。 
 
 正太分布函数 
 泊松分布 
 F 分布 
 二项式化分布支持计算 
 方差分布计算 
 t 分布计算 
 皮尔逊分布 
 斯皮尔曼分布 
 Jarque-Bera 检验计算 
 曼-惠特尼 U 检验计算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计算 
 

拟合计算支持 

此节不做详细介绍了。以后我会专门出本书来讲统计学。 
 
 二乘法拟合 
 多项式拟合，可用于现代化的畸变还原 
 同理线拟合，可用于现代化的畸变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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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模型 

 本章主要讲解内置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我们的训练模型和使用模型，是完整方案，无需要跨语言编程。使用

Pascal 语言可以从头做到底。 

Object Detector 6 layer 

 对象检测器，这里简称 OD6L，在 AI 引擎以 OD6L_作为前缀来区分。OD6L 使用纯 CPU 计算，核心计算过

程采用 HOG+Window Slide 方法，这套技术体系最大的陷阱是 HOG 前置计算时做金字塔拆分环节，这也是 CPU
延迟最大的一部分，提速的办法是使用 480p 以下分辨率输入。 
 OD6L 模型是成熟算法，在我们常用的 IOT，手机，HPC，机器人视觉，OD6L 都是主要的非 GPU 环境的对

象检测方案之一 
 我们要将 OD6L 运用起来，必须先玩转建模，CV 类建模做图像重构是必须掌握的技术之一，需要我们

深入了解投影，形态学，抠图，融合，甚至数据科学等等领域。在投影和形态学领域，pascal 体系目

前算成熟系统。在数据科学领域，可以达到 1.0，未来会走向成熟。感兴趣的用户可以细心去挖掘投

影和形态学，动手多做程序，少改 demo，这是学习的 OD6L 方式：因为 OD6L 核心部分是训练模型。 
 注意：关于投影，形态学，其实代码量很少，5-10 行即可解决计算过程，投影关键之处在于用好表达

框体形状的坐标系，形态学的关键之处在于 实验->确定性->应用算法 这一过程都有系统性的支持。 
 OD6L 提供了建模工具，而建模工具只能少量完成样本训练的建模工作，大概在百张图的规模，如果

再往上，编辑器就会变得很鸡肋，因为 OD6L 的训练都使用 CPU 计算，大量的图片会导致一个步数卡

住 5 分钟，这时候我们需要优化，优化又有哪些方法呢，大都是降分辨率，截取框体，优化框体，优

化数据输入量等等。 
 OD6L 的训练过程并不会使用 SGD 这类拟合优化算法去重构输入图片，我们输入多少信息，它就只能

学习多少信息。这导致了我们必须懂得重构样本的基本技术。 
 OD6L 的训练参数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假如我们要使用 OD6L 技术，应该把注意力都放在样本

生成上面 
 OD6L 训练都是 CPU 来干，不用 GPU，不具备大规模样本训练能力，训练应用级样本的最大记录 5000

样本 
 OD6L 的默认模型后缀为.svm_od 
 OD6L 的模型可以工作与各种平台下，对硬件环境要求不高，在完成建模后，即使 IOT 平台可以运行检

测 
 OD6L 在运行训练过程时可以使用两种数据结构来接口，分别是.XML 和内存指针，API 以 OD6L_作为前

缀使用 XML 作为数据传递方式，API 以 LargeScale_OD6L_作为前缀都是内存指针来传递数据。建模工

具链默认会使用 LargeScale_OD6L_前缀的 API 来训练模型。 
 人脸识别的检测步骤，主要使用 OD6L 模型 
 OD6L 在 ZAI1.0 版本就已经存在了，OD6L 被设计成 pascal 语言的应用功能大约在 2018 年 11 月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结合上述：小规模训练，且场景固定，我们可以使用 OD6L 技术体系。大规模训练，图片破百张，我们需要自

行编程完成样本重构，接下来再花费相当长的 cpu 计算时间。 
 

如果要学习 HOG 体系的 OD6L 的算法，我个人推荐的搜索如下内容来阅读 
Computer vision for pedestrian detection using Histograms of Oriented Gradients 
这是一份类似本文的白皮书的 tile，对于 HOG+SVM 的应用详解非常详细，已经到达应用高度，我们了解一

下思路即可(它比 paper 更接近应用)。该白皮书的作者是 January，随白皮书同步提供 HOG+SVM+Dataset
解决方案，在包含了一系列正版软件授权后，总价值大约 220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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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Object Detector 3 layer 

对象检测器，这里简称 OD3L，在 AI 引擎以 OD3L_作为前缀来区分。OD3L 与 OD6L 几乎一致，唯一差异是 OLD3L 使
用 3 层金字塔，训练/检测梯度只有 OD6L 的一半。OD3L 主要针对更快的大图检测方案。 

 

OD3L 在 ZAI 中是一个独立体系，需要将它视作与 OD6L 一样的体系，它并不是 OD6L 的附属模型。 
 RunTrainingTask 支持 OD3L 
 OD3L 以.svm_OD3L 作为扩展名 
 计算引擎单独对 OD3L 提供支持体系，包括 SSE2,AVX2,AVX512，相比于 OD6L 更加优化 
 工具链对 OD3L 提供与 OD6L 同等级支持 
 OD3L 在 OCR 需求方向优于 OD6L 
 OD3L 训练比 OD6L 更快（少量图片 30 秒即可完成训练），可以有效完成 2 次样本提炼 
 OD3L 可用于对 CPU 检测器性能有需求/尺度变化较小/低分辨率图像等等场景中 

OD3L 并没有提供 demo，在 FreeDemo/Binary 目录中，可以找到一个 bear.svm_OD3L 的验证模型，我们可以使用工

具链的标注功能来验证该模型。Model Builder 工具提供了 OD3L 的标注支持。 
通过 Log window 信息，我们可以直观看到 OD3L 已准确标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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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detector Marshal 6 layer 

Object detector Marshal 是 OD6L 检测器的大集合，它也是解决同一个 OD6L 模型只能检测一种对象尺度的方案之

一。这里简称 ODM。在 AI 引擎中，ODM 相关 API 都以 OD6L_Marshal_前缀来命名。 
 ODM 的模型扩展名.svm_od_marshal 
 ODM 模型存储格式为 ZDB，里面存储的数据为多个.svm_od 模型 
 ODM 的训练过程不是并发，为迭代过程，假如 OD 训练的时间很长，ODM 训练模型会使用更多时间 
 ODM 的训练比较特殊，它会先构建一个.xml+很多图片，然后再分别去训练单独的 OD 模型，ODM 并

不像 OD 那样可以直接用指针传递样本 
 当我们的样本包含了多种 OD 对象，同时我们又需要避免 GPU/MKL 引擎，可以使用 ODM 来训练我们

的模型 
 ODM 的与 OD 一样，它需要我们提供良好的样本，必要时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投影，融合，抠图等技术

来完成样本提炼工作 
 ODM 被设计成 pascal 语言的应用功能大约在 2018 年 12 月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OD6L 与 ODM 的 demo 截图 

 OD6L 运行时 Demo，它包含了 OD6LMaral+OD6L 的运行结果 

 
熊本熊+小狗的单独 OD6L 样本库，框体尺度比例为 1:1，左图熊本熊样本库，右图是小狗样本库 

  
左图为熊本熊+小狗的 ODM 样本库，使用.imgMat 集成，右图为 ODM 的训练程序，演示 API 训练，整个训练过程大约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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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Predictor 

 Shape Predictor 也可以叫 Shape Detector/Shape Regression，在 AI 引擎中，Shape Detector 的相关 API 都以 SP_
前缀来命名。本节将 Shape Predictor 简称为 SP。 
 SP 算法是基于论文 One Millisecond Face Alignment with an Ensemble of Regression Trees 完成的最终构建 
 算法前身，是应用高度的级联回归树，它来自微软研究院发表的 Face Alignment by Explicit Shape Regression 
 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容 SP：先用 2D 坐标系绑定一个像素块，再用回归器从像素块反向计算出 2D 坐标值，

整个过程以级联方式计算。Shape Predictor 算法从前身到今天在我们手上运行的成品，前后迭代历时高达 20 年，

在前人的不断积累下，最后由微软研究院打开应用级大门，之后才造就了今天的人脸识别被广泛化应用的地基。 
 

 SP 在计算迭代中，不会像 dnn 模型那样假设性重构 Input 样本图片，因此样本图片不能太少 
 SP 运行模型训练流程，是在 CPU 中干完的，因此样本不能太多 
 SP 的检测计算非常快，具有实时视频检测的能力 
 SP 从图片寻找坐标的根本原理是找尺度无关性的像素块+级联回归树 
 SP 的计算过程与人体姿态检测的原理相似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左图为 SP 模型识别效果，右图为 SP 的建模 API demo. 

  
下图为 SP 在建模工具中的图片样本与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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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Resnet Metric 

 这是实际应用模型，讲究直观理解并且有效率的使用。 

dnn-resnet 的含义 

 用 DNN 是因为 Resnet 属于 DNN 范畴，Resnet 与 LSTM，RNN 这类网络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Resnet 是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流程，Resnet 没有循环计算和交叉连接：我们每一次往 resnet 输入一张样本时，会对图像按 block 进行拆

分操作，这些拆分包括 RGB 颜色通道（将输入 block 的 RGB 拆成 3 套数据结构），而 block 就是拆尺度（诸如 16*16，
32*32，64*64 依次类推），以上这类数据拆分会形成网络连接，并且这也实现了对样本数据的全面可利用性，最后

均化池函数(avgpool)会将拆分好树型网络的分支数据合并，转换形成一种大型数据结构层：叫全连接层，等同于用

NN 数据结构描述出图像的全部内容细节，这种数据结构都是张量(超级向量)，可以使用类似回归器，分类器这类东

西来操作它，对 resnet 而言，这是使用的是一种分类转换器的思路，将已经明确分类的数据，转换成符合欧几里线

性规律的结构，使它拥有 Metric 的输出性质，这便是 Metric 的由来。 

Resnet 的训练过程 

 上面我们提到了 resnet 可以裁开数据，最后形成非常巨大的 full connection layer（FC 很容易达到 GB 体量），然

后再对 FC 数据进行分类，回归这类计算，当我们不断的输入样本进来，FC 中的数据就会不断的优化，它会找出同

分类样本相同的地方来记忆它，当我们再次输入样本以后，会把之前记忆好的数据提取出来做重构，反复操作，也

就全方位记住了目标的轮廓，色彩，形状，形成防真结果。这和大脑理解视觉输入的原理是一致的。 

用程序员能理解语言来解释 

 DNN 这类网络，可以理解成一套技术体系，它有各种 api（其实也不多，常用就 20 来个，靠组合使用，而组合

起来非常复杂，只能依靠理论一步一步推，因为流程和数据量非常大，猜着做，摸索这类方式都是行不通的），metric 
是整个 DNN 体系中的针对分类器的改进方法：在优化过的经典分类器模型基础上，将分类结果以 metric 性质来输

出，对于 FC 计算仍然是分类器的设计思想。 
 当我们了解了 Resnet 工作原理以后，需要了解一下样本重构：由于 resnet 都工作于 GPU 环境，拥有强大的计

算能力，做到了瞬间找出一张图的大数据结构（GB 体量）然后计算完成它的分类（这里的计算都是 GPU 来干，即

使 AVX-512 也是鸡肋）。这时候，通过从光栅内部来模拟重构光栅反复让 GPU 去计算分类。好比，我们把背景抠掉，

换成别的，或则让图像旋转，缩小，放大，这是无穷尽随机的生成输入样本，一直到到 dnn 无法往下迭代（失效步

数），这也说明 DNN 已经找不到同类差异了，然后再去无穷重构下一个样本。依次类推。 
 在 AI 引擎中，DNN-Resnet-Metric 的 api 都以 Metric_ResNet_前缀作为命名来区分。这里以 metric 作为简称

来描述。 
 metric 在训练时有一个参数结构体，叫 TMetric_ResNet_Train_Parameter，每次训练模型时我们都需要修改

它的数据，它的作用是控制 gpu 的核心计算过程。 
 metric 在训练时的样本搭配使用主要有 4 种模式，主要通过 LargetScale + Snapshot 这两个开关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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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rgeScale 开关：表示是否按分批方式输入光栅给 GPU，如果光栅数据高达数百 GB，我们需要把它打

开，这时候 AI Core 会调度性的往 GPU 输入光栅去计算：内存中只会存放正在计算中的光栅，而不使

用的光栅都会存放于临时数据库。如果是它是关闭的，表示一次性输入全部光栅给 GPU。 
2. Snapshot 开关：如果打开：会一次性往 GPU 输入整张样本，这些样本会自动做尺度规范化处理，我们

不需要去管样本尺度是否符合 resnet 规范。如果关闭，会截取框体坐标描述区域的光栅，我们不需要

去管框体是否符合 resnet 尺度规范，它自动化截取成规范光栅给 gpu。 
 metric 支持的样本数据库格式必须是.imgMat，才能让 LargeScale 真正发生作用 
 metric 如果样本数据库是.imgDataset，LargeScale 机制会失效，即使打开也不会降低内存消耗 
 在大多数情况下，Metric 不需要使用 LargeScale 方式来训练模型，只有当样本库太过于巨大，我们的内存

不足以支持巨大的样本库时再来选择 LargeScale 方式 
 Snapshot 一般是根据样本场景来使用，如果图片中包含有框体标签，Snapshot 应该是 false。而我们要做图

片的微缩版本分类时，诸如我们自己提炼出的图片集，这时候 Snapshort 可以是 True 
 metric 的光栅输入规范尺度是 150*150 的 RGB 彩色光栅，训练时，无论是框体，样本，最终都会以投影，

resize，crop 各种形式处理成规范尺度。输出数据是 256*Double(2048byte)。 
 metric 训练使用的.ImgMat 样本数据库建议使用高端 GPU 用户保持在单库 100GB 内，在样本多了以后，非

常消耗显存，并且输出模型文件非常大，压缩后到 10GB 的也很正常。普通 GPU 设备，建议单库 10G。 
 Metric 在训练中需要很多显存，同时它的重构光栅机制，也对 CPU 和内存有要求，并不适合在 jetson 设备

运行训练程序，jetson nano 类设备可以运行 Metric 的识别处理 
 Metric 在 GPU 服务器上是最佳部署模式，150 尺寸的光栅非常小，5G 网络可以忽略该尺度 
 Metric 在训练完成，必须做一次样本数据初始化，它会自动保存到 Learn 或则 KDTree 两种容器中

 
 保存到 Learn 引擎，Metric 在没有发生维度灾难前，都可以用该方式，当 Learn 缓慢时，必然会是大

量的 Metric 输出，差不多在 10 万级分类以上，这时候可以直接使用下面的方式 
 直接保存到 KDTree，这种方式会跳过 Learn 的遍历 K 机制，直接 K 回归，适用于对 Metric 要求不那么

准确，且高速反馈的场景 
 Metric 的识别函数，主要有两类，如下图。

 
1. 识别一批 150 尺度的小光栅，返回一个 Learn 引擎的矩阵 
2. 识别一张 150 尺度的小光栅，返回一个 Learn 引擎的向量 
3. 对于 GPU 来说，除非我们的批量输入达到 10 万规模，否则批量识别和单张识别，使用的时间几乎是

相同的。我们在设计应用时要注意一下该机制。 
 Metric 的识别支持，Metric_ResNet_Open ，Metric_ResNet_Process，Metric_ResNet_Close，必须在同一个

线程实例中使用，一般来说，应该永远都放在主进程来使用。否则将会出现显存泄露。这是 GPU 硬件架构

设计原因 
 Metric 是推理论的 DNN 模型，与计算机水平高低无关 
 人脸身份识别主要使用 Metric 技术 
 Metric 的模型扩展名.metric 
 Metric 训练过程以内存指针来传递样本，本身是零 copy，步数计算会先 copy 光栅到显存，然后启动计算

核，并等待计算完成，Metric 在训练中，假如打开了 fullGPU_Training 默认会有 5 个子线程负责重构样本，

主线程负责输入光栅和等待 gpu，假如未打开 fullGPU_Training，重构样本和输入光栅都会在调用线程中。 
 Metric 都以单浮点进行 GPU 计算，最吃显存网络都集中在了 FC 层，样本分类越多，显存消耗越大。同分

类数量的样本数据库 1TB/1M，消耗同样的显存，不同之处在于内消耗和分批输入机制（LargeScale）。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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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etric 的 Demo 

下图在 FreeDemo 中演示了人脸身份识别机制：当我们提取出人脸图片以后，作为 metric 的图像输入，然后取得

metric 的向量化输出，得到身份向量，再用 Learn 找出和身份向量对应起来的标签返回，这便是 metric 典型应用。 

 

左下图在 FreeDemo 中演示了小狗的品种识别，右图是两张小狗的 Metric 样本数据库 

  
下图在 LicensedDemo 中演示了随机化的商标样本构建，使用投影完成背景变化，旋转变化，尺度变化，输入给 metric，
最后训练出聪明的商标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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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Larget Scale Resnet Metric 

DNN Larget Scale Resnet Metric 是改造过的 DNN Resnet Metric，这里简称它为 LMetric。 

 LMetric 的与 Metric 在命名上的差异是前面多了一个大写 L，训练，调用，机制，概念，与 Metric 几乎相同。 
 输入输出：LMetric 网络输入光栅尺度为 200*200，输出向量长度 384*double(3072 byte)，样本分类可以无限 
 内部样本的重构机制：LMetric 不会在训练中使用旋转，缩放，镜像等等重构样本尺度空间，因此我们在输入

样本时要确保样本的多样性，简单来说，如果 Metric 使用了 30 张样本，LMetric 就应该使用 300 张重构好的样

本。重构技术可以参考 LicensedDemo\TrademarkExtractToImageMatrix 实现范式 
 LMetric 的拟合优化速度会比 Metric 快上一个档次，理论上相比 Metric 提速 50% 
 LMetric 可以充当一种微缩图，快照的 Metric 图片分类器替代技术体系，它与 Resnet 图片分类器的机制又完全

不同，图片分类器会随机性抽取图块做向量化，LMetric 则是整张图做向量化，因此 LMetric 更适合有细节需求

的图片分类器，只要我们可以在 200*200 的光栅中做到一点点的细节，LMetric 都能准确知道分类，哪怕一个

像素的细节差异，都可以直接影响到 384*double 的输出结果。 
 LMetric和MemoryRaster中的尺度规范化投影技术体系相结合以后会出现绝配效果：在 Pascal中也能做到Metric

的算法级优化，这是样本数据科学化的技术领域，后章会逐步讲解。 
 LMetric 机制上虽然与 Metric 很接近，但是细小的差异：砍掉了样本重构步骤，这就导致了 LMetric 的应用模式

更偏向大数据化，最后，LMetric 完全符合了 LargeScale Resnet metric 的设计初衷。 
 LMetric 的对于大型.ImgMat 的支持机制与 Metric 相同 
 LMetric 的模型扩展名.large_metric 
 Metric 与 LMetric 的模型并不兼容 
 任何使用 Metric 的地方都可以用 LMetric 进行改造，我们需要注意重构输入样本的环节，大多数情况，我们自

己写出一个目标样本库的重构程序，再训练一次模型，即可完成改造。 
 同一个样本数据库训练出的.large_metric 会比.metric 略大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下图为 LMetric 的 API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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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Detection 

 Face 支持在 AI 引擎是傻瓜化的，它可以支持自己建模。如果不想自己建模，AI 引擎从内部提供了 3 套现有模型（参

看下列内容），大多数场景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模型。在数据科学的 demo 中可以找到 face 模型的样本数据库。 

CPU Face Detector 

1. 基于 Object Detector(HOG+Window Slide)技术体系的人脸检测器模型（cpu） 
2. 二次训练能力：是 
3. 该模型的分辨率需求是高于 720p，低于 4k 
4. 训练该模型的样本数据库只有 2500 张带有标签数据的人脸样本，通过镜像，旋转，总共生成 25000

张样本， HOG 训练给出的 rect size 为 80*80，训练耗时 47 小时（CPU 为 i7） 
5. OD 模型很小，该模型在 zAI_BuildIn.OXC 数据库是找不到的，该模型以 code 方式编译在 app 中 

GPU Face Detector 

1. 基于 DNN Object Detector 技术体系的人脸检测器模型（gpu） 
2. 二次训练能力：是 
3. 该模型的分辨率需求是 720p，低于 4k 
4. 训练该模型的样本库总共 7200 张，由于 GPU 检测器具备样本重构能力，在原有样本库基础上总共生

成了接近 7200 万次特征样本，覆盖重叠，倾斜，镜像，尺度变化，等等场景，训练耗时 30 小时 
5. 该模型的文件体积是 700kb，以 human_face_detector.svm_dnn_od 文件存在于 zAI_BuildIn.OXC 

Face Alignment Shape Predictor 

1. 基于 Shape Predictor 技术体系的人脸坐标对齐模型（cpu） 
2. 二次训练能力：是 
3. FaceSP 使用率非常高，训练该模型使用了 iBug face point dataset 样本库，训练后的 SP 检测器模型体

积达偏大，考虑到应用中因为 SP 模型体积过大，可能会影响加载，并没有做样本的重构化训练 
4. 该模型的文件体积是 95M，以 build_in_face_shape.dat 文件存在于 zAI_BuildIn.OXC 

创建/修改 zAI 内置模型的方法 

1. 使用 File Package tool 打开 source 目录中的 zAI_BuildIn.OXC 
2. 编辑它，导入自己训练的模型 
3. 完成后，使用 build .OXC 方式保存，覆盖原来的 zAI_BuildIn.OXC 
4. 在 source 目录下找到 zAI_buildIn.bat，执行它，构建出 zAI_BuildIn.RES 
5. 将 zAI_BuildIn.OXC 分别复制到以下 3 个目录： 

 Engine 
 FreeDemo\Binary 
 LicensedDemo\Binary 

6. 在 ZAI.pas 搜索 AI_BuildIn_DBEngine，这是 zAI_BuildIn.OXC 的数据库，直接用它载入我们的模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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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相关的 demo 

Face 类 demo 的数量在整个解决方案中是最多的 
下列左图 demo 为 Face Detector(cpu)，右图为 Face Detector(cpu)+Alignment shape(cpu) 
OD 模型可以做到全脸检测，因为全脸信息量是最全的，标准人脸识别都需要全脸信息作为铺垫。 
由于 CPU 的算力问题无法做到 gpu 的效果，遮挡，半脸，分辨率过小的图 OD 都不能检测。 

 
Face Detector(GPU)，由于 GPU 计算能力巨大，该模型做到了：露头就能检测到，半脸，模糊脸，均能检测。该模型

需要最小 DPI 大于 100。 

 
该 demo 做到了实时视频检测与人脸身份识别(视频分辨率 1080p)，该模型使用 GPU 检测+SP，身份识别使用 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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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Object Detector 6 layer 

 DNN Object Detector 基于 max-margin object detector 的 paper 完成最终构建，这里我们以 MMOD6L 作为简称。 
 
 MMOD6L的学习过程机制与使用请参考前章节关于 Resnet Metric部分的描述，MMOD6L与 Resnet的差别在于：

MMOD6L 的图像输入不限制尺度，会自动做下采样，输入进 GPU 时都会截取框体内容，MMOD6L 的输出会使用

window slide 机制去找 FC(full conneciton layer)里面的内容作为 rect 来输出，MMOD6L 网络中间层均是各种尺度的金

字塔数据，没有交叉连接和循环元素，中间过程都是截取后标注框体的像素信息。 

MMOD6L 与 Yolov3/darknet 的比较 

 Yolov3 是用 darknet 框架设计的检测器，这个 darknet 比较厉害！ 
 MMOD6L 与 Yolov3 在网络设计思想的差异：yolov3 在下采样以后用了很多池化操作来产生漂亮数据（池化操

作如果使用 cuda会导致中间过程发生GPU->CPU->GPU逻辑流向 copy，另一方面池化元素可以更好控制住传播条件，

从而产生更好的数据），yolov3 的网络输出都是候选框形式，MMOD6L 从头到位都是金字塔的向下采样的数据流向，

中间过程没有经过池化，而是通过金字塔细致获取最多的细节数据，在最后输出环节统一使用 window slide 来代替

FC（full connection layer），统一的计算出结果。 
 MMOD6L 内部已经实现检测完成以后给出目标框体的分类标签，但是 MMOD6L 的分类是弱分类，它会根据可

信度，框体尺度等等数据判断出框体标签，这会导致训练过程变得非常繁琐：两种目标如果差异并不明显，容易发

生过拟合，需要通过加大样本数量来解决。 
 darknet 由于内置了动态网络脚本，可以通过脚本动态构建各种检测器网络，yolov3 是里面代表性的 object 
detector，yolov3 相比 yolov2 新增了检测目标的弱分类功能，yolov3 模型训练需要有策略，无法做到傻瓜化。另一

方面，面对 net->output 的数据，做 NMS，可信度分析，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MMOD6L 在 AI 引擎中的 api 以 MMOD6L_DNN_作为前缀来区分。如下图

 
 MMOD6L 的 6 层金字塔下采样是传递给 gpu 显存过程中动态计算而出，并不是先下采样到内存，再传给 gpu，

虽然这样干很优化，我们在执行检测时，仍然是 cpu 计算消耗的最大的环节，图片分辨率越高这一步延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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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MOD6L 的训练 

1. 训练时当两个框体发生重叠后：优先以结构后面出现的框体覆盖之前框体，之前框体未被覆盖部分，将被

视作是 part（对象的零件），part 会作为局部特征，去和另一个框体描述特征做拟合匹配计算，做到了局

部目标训练和局部检测。这是使用 margin 的主体思路，也是 MMOD6L 最厉害的一个算法。 
2. 训练样本时，我们有两个框体，分别框住局部目标，和整体目录，如果两个框体并无重叠，那么 part 机制

是不会生效的。假如我们标注人脸时把挡住人脸的车窗+人脸一并标注，那么这就会很容易发生过拟合现

象，因为网络不知道挡住人脸的车窗不是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检查/排除数据样本，或则添加更多全脸。 
3. 因为 MMOD6L 的网络层很小，十几层，通过截取框体内容来反复拟合算，过程是让框体中的目标维度逐

渐清晰，在这一过程中 MMOD6L 做了很多张量结构上的优化，这些优化都是凸方向的，目标是为了让检

测计算可以更准。Paper 里面大概用了 4 个公式，引文大概有 10 篇都围绕这 4 个公式。具体细节很晦涩。

建议自己研究。 
4. MMOD6L 的网络层次有 6 层下采样金字塔，我们的样本分辨率越高，被检测率也会越高，另外，超参数也

不能忽略，MMOD6L 并不像 draknet 那样全部透明给参数，MMOD6L 超参的数关键环节只有两个部分，红

框部分是 SGD，步数，样本尺度，框体尺度，NMS，这一部分几乎是标准 DNN 的训练，蓝框部分是样本训

练的重构参数。如下图  

 
5. 我们训练 MMOD6L 的使用样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范围，比如 500*500，这种样本不应该过大，也不应

该过小，尺寸过大以后会导致每个步数会牺牲更多时间去做金字塔下采样，当拟合到张量中，高清和低清

差别是很小的，在网络中的流向尺度由参数 target_size+min_target_size 控制 
6. MMOD6L 支持分类标签，但是这种分类属于弱分类，训练时间会非常久，且容易过拟合，远不如只用一个

分类训练，再用 2 级识别比如 resnet 来做截取识别。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建议使用多标签。 
7. 如果要让 MMOD6L 检测效果更好，需要确保至少 2 个以上的同标签类型存在相似性框体内容，避免 1 个

标签只有一种类型。比如同一个茶杯，我们使用两种锥体角度拍摄的并且标注。另一方面，如果要让 MMOD
做到重叠检测，必须要要有重叠的标注，MMOD6L 并不会在训练中自动分解目标部件（计算量太大）。一

般来说，按照真实场景的来标注就可以了，比如直接拍摄 4k 的视频。 
8. MMOD6L 具备尺度无关性机制，我们的标注框，可以是各种尺度。而 CPU 计算的 Object Detector 必须是同

一种尺度。 
9. MMOD6L 的训练时间比较长，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先验证建模，熟悉训练机制，再来做大规模训练 
10. MMOD6L 是非常尖端的对象检测器，即不比 yolov3 差也不比 yolove3 好，我们应该把注意里放在建模方式

上。使用检测器可以忽略。因为建模才是核心。 
11. MMOD6L 可以作为自然场景的文本检测器来使用 
12. MMOD6L 的数据样本在训练时会使用.xml 作为交换，.xml 的文件存放位置在%temp%\Z_AI_Temp 目录 
13. 不支持 RunTraining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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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MOD6L 如果要做到 yolov3 或则 facebook 的 detection 的准确到像素的检测效果，需要在训练中通过 Shape 
Predictor 做 2 次建模，专门用于准确检测。训练两次即可，先训练 OD，再训练 shape predictor。如下图

 

MMOD6L 的检测 

 检测就是 window slide 的思路，不一样的地方很多，MMOD6L 的思路是从整体入手，从训练生成好优化过的张

量，再到 window slide 的特殊化处理。MMOD6L 有很多细节在里面。要不 MMOD 怎么敢说自己是 No.1？paper 作责

其实并没有说假话，MMOD6L 的效果都集中在了模型训练层面，这一步做好了，效果自然就好，MMOD6L 当效果超

越了 facebook 的 detection 以及 yolov3，自然就是 no.1。 
左图每次检测都会预先把图片展开成金字塔张量，然后 window slide，之后，整个金字塔的数据结构呈现如下，右

图将金字塔各层的张量进行优化合并后 

  
信号强度与金字塔的张量结构合并以后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65 

DNN Large Scale Object Detector 6 layer 

 DNN Large Scale Object Detector 在 AI 引擎以 LargeScale_MMOD6L_DNN_前缀作为 API 来区分。这里以 LMMOD6L
来简称。下图红框中的 API 即是 LMMOD6L。 

 

 LMMOD6L 的所有运行机制，与 MMOD 一致，它们之间的模型可以共用 
 LMMOD6L 唯一的差异就是不使用.XML 作为中间格式交换，样本传递给计算引擎均采用指针方式 
 LMMOD6L 从 1.31 开始是真正意义的 LargeScale，尽管多数情况下 MMOD 无需要大量样本。自 1.31 开始

MMOD 可以训练数百 GB 体量的样本，之前版本的 MMOD 无法做到大规模样本训练。 
 一个准确度达到 99%的样本，封顶能到 10GB 体积就已经很厉害了，即使 MMOD 作者亲身建模也不一定能

用 10GB 样本做到 99%的准确度，检测器的样本数量很大，往往精确度越低，相反，样本很少，精度很高，

而小量样本的适应性往往不强。该问题是模型设计的原因导致。总结：MMOD/LMMOD 的检测器样本，都

不应该追求数量，而追求准确。 
 整个 AI 引擎只有 LMMOD 的 LargeScale 是训练前一次性加载到内存以后来训练，其余模型均是训练过程中

分批加载。 
 真正支持 LargeScale 机制是这些模型：Resnet Metric，classifier，GNIC，GDCNIC，Segmentation。 
 LMMOD6L 是 AI 引擎+工具链默认使用的训练方式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1.31）DNN Large Scale Object Detector 支持真正意义上的 LargeScale 训练 

1.31 针对 LMMOD 内核做过一次深度重构，LMMOD 已经支持了 LargeScale 级的模型训练 
整个支持系统比较复杂，文档难以描述，直接通过阅读 demo 代码来了解。 
 
  



 
 

66 

（1.31）DNN Large Scale Object Detector 3 layer 

与 DNN Object Detector 6 layer 功能一致，差别在于对图像的金字塔预处理部分：这套网络只有 3 层金字塔，从而大

幅提升 OD 的检测效率（性能提升幅度高达 60%）。在 AI 引擎中以 LMMOD3L 作为命名来区分 API。 

 
 LMMOD3L 检测 4K 的高清图像相比 LMMOD6L 更节省显存，并且速度比 LMMOD6L 快了一个量级 
 LMMOD3L 需要作为一个独立模型对待，它不可以与 LMMOD6L 共享模型，但是可以共享样本和训练参数 
 下图为基于 LMMOD3L 实现的汉字检测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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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Resnet Image Classifier 

 DNN Resnet Image Classifier 是针对大图片的一种通用分类器模型，在 AI 引擎中以 RNIC_作为 API 前缀区分（如

下图）。这里我们以 RNIC 作为简称。 

 
 RNIC 的模型设计思路与 ResNet Metric 如出一辙，都是一条高速公路从头跑到低。 
 RNIC 网络设计思想与 ResNet metric 几乎相同。如何分 RGB，convBlock 这类概念去参考 metric 章节部分叙述。 
 下图来自知乎，请歪一下脖子，RNIC 就是 34 层 resnet(34-layer residual)  

 

为什么用 resnet 做分类器是圈子的里程碑（resnet 分类器是 2015 顶会的 no.1），它牛逼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 RNIC 的 API 备注信息可以从下图红框中看到一个 227 

 
 227 代表一种物理像素尺度，泛指等边框的尺度。在 resnet34 中，它是作为对目标照片的 crop 尺度。 
 我们在训练中，假设样本的分辨率是 1080p（1920*1080），每次向 resnet34 输入数据，都是 crop 尺度，即每次

输入都是随机从样本中裁剪 227*227的小框体来输入。这时候 resnet34会将这个小框体的内容以张量去做几何计算，

这些数据都是 RGB+block 的张量形态。 
 当我们输入 10 张同不类的 1080p 样本以后，每一个步数输入（step），会根据 RNIC 的 img_mini_batch 参数生成

小图块来输入，这些小图块相当于 Pair<sampler raster,classifier ID>，告诉 renset 这个小图块是哪个类，你给我计算

它的张量。我们的训练过程，会无穷尽的裁剪小图块来输入给 resnet34 学习，当我们样本有很多相似，resnet34 将

理解并记忆这些相似的小图块，反之，resnet34 将排除它，返回失效步数。跟我们用大脑+眼睛理解同类图片的内

容机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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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net 可以发现图像中很细小的共同特征，例如，我们用 10 张都包含有乒乓球的照片，乒乓球很小了是不是，

resnet 在训练过程中将会发现乒乓球的共同性特征，并且记忆。 
 当我们训练完成以后，resnet34 网络将会记忆它已经理解过的所有小图块。以 resnet34 的张量形式反馈成

Classifier*FC 层，这是一个经过了 classifier 处理的全连接层。有多少个 class，这是固定的，参看下图 

 
 当我们要做图片分类识别时，会先将我们输入的图片做随机小图块拆分，然后对在 resnet34 网络对每个小图块

做直接做近似度计算，当完成以后，以统计方式，计算出趋近分类来返回。识别图片分类时具体要做多少次小图块

拆分取决于下图参数，一般来说，越多越准，同时越多的 crop num 也更加消耗 cpu。 

 
 最后，得益于 resnet34 的先进性，图片分类的结果，准确无误。它的确做到 2015 顶会的 no.1：作者太聪明了！ 
  

关于 RNIC 的训练 

 RNIC 在计算引擎内置的 crop size 为 227，样本尺寸不应该低于 720p，假如 GPU 够强劲，可以直接使用 1080p,2k,4k
这类原始照片。 

 建议将照片尺度保持在 1080p，如果是大图，可以缩成 1080p。 
 RNIC 的样本数据库即使达到 TB 级也很正常，即使算法验证的样本数据库也是平均 20G 上下，并且还是压缩过

的 jpg 格式 
 如果样本库太大，内存不够用，必须使用 LargeScale Image Matrix 这类工具，这需要去熟悉 LargeScale 工作机制。 
 除非在试验，学习，否则 RNIC 都将是以 largeScale 方式来训练模型 
 使用 LargeScale 技术关键在于控制存储策略，.ImgMat 是.imgDataset 和合集，一般来说，.imgDataset 不要超越

1GB，如果同一个分类超过 1GB，那么就用多个.imgDataset 来拆分保存，这时候，LargeScale 技术即使在 16GB
内存配置的机器上也能正常分批来训练，假如内存配置很大，达到了 128G，则.imgDataset 可以达到 10GB 大小，

把.imgDataset 的体积控制内存/10 的比例中即可 
 应用级 RNIC 模型一般使用小规模超算进行计算，按小时作为训练时间。普通单卡 GPU，会按日作为训练时间 
 在进行 RNIC 的 LargeScale 训练前，需要确保%temp%所在的磁盘有足够大的空间，样本数据库如果是 10G，使

用 LargeScale 技术体系时磁盘至少保证 10GB*20 的空间 
 RNIC 适合在服务器中训练，通宵训练以及逛街回家这类训练只适合 demo 级的样本数据库 
 RNIC 的默认 crop size 为 227，该参数内置在计算引擎中，不可在外部修改，与 resnet 网络是统一化设计 
 RNIC 的默认分类是 1000 个，该参数内置在计算引擎中，不可在外部修改，与 resnet 网络是统一化设计 
 RNIC 的模型与 LRNIC 无法通用 
 RNIC 多用于场景识别，例如，场景是否有我们的识别目标，场景是否符合形态学要求的光照，色彩等等要求。

符合以后，再去进行下一步处理程序 
 RNIC 的模型加载以后比较吃 GPU 显存 
 RNIC 在训练中有 5 个线程负责拆图块，调用线程负责输入 
 RNIC 是成熟和先进的图片分类器技术，核心集中在训练环节 
 RNIC 并不适用于精确类识别，例如人脸，字符，更无法通过面部，体型，穿着等等特征来统计犯罪率，财富概

率，贫穷概率等等特性 
 RNIC 的模型扩展名是.RNIC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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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NIC 的 Demo 

该 Demo 有训练与测试两种范式.测试样本需要是 FreeDemo\Binary 目录中所有带有人，熊本熊，小狗的图片 
该 Demo 在测试时会随机对图片分拆 64 次来做 sum 计算（crop size 227），返回的数据为分类近似度排序 
AI 引擎返回的裸数据是 1000 个用 softmax 处理完成的 classifier 平均值，代表输入图片在各个分类中的近似度 

 

该 Demo 有训练与测试两种范式.测试样本位于 FreeDemo\Binary\RNIC-Test 
该 Demo 示范了场景识别的基本做法：先做图片分类识别，判断出该图片的内容是车还是人，如果是车，开始执行

车轮检测器，并且画出检测结果，如果是人，画出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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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Large Scale Resnet Image Classifier 

DNN Large Scale Resnet Image Classifier 在 RNIC 基础上将 max classifier 扩展到了 10000 体量，API 以 LRNIC_作为前缀

来区分，这里我们简称 LRNIC。 

 

 LRNIC 与 RNIC 完全相同。差异在于 LRNIC 额定最大分类是 10000 个，与 RNIC 不能公用模型。 
 使用时需要区分场景：例如图片搜索，之后判断某人，找到某车类型，某品牌的标志。也会用于生态环境检测，

例如几千个点的监控，电影的场景统计，手机照片数据库分类等等 
 如果项目计划使用 LRNIC，需要做好 GPU 硬件，样本数据源，数据环境搭建，等等准备工作。 
 LRNIC 的图片分类 demo 功能与 RNIC 一致，叫 LargeResNetImgClassifier，由于内置分类器的数量非常大，对于

显存要求高于 RNIC。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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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在 AI 引擎中，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网络的 API 以 GDCNIC_前缀作为区分，这里我们简称 GDCNIC。 

 

起源：Inception 架构的修正 

 在 ImageNet 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中（2014 年），ILSVRC14 上提出了一种代号为 Inception 的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结构，并在分类和检测上取得了新的最好结果。这个架构的主要特点是提高了网络内部计算资源的利用率。通过

精心的手工设计，增加了网络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保持了计算不变。为了优化质量，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因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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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修正后的 Inception 在 google LeNet 中 

 googleLeNet 运行效果并不如 RNIC/LRNIC。歪一下脖子，下图被红框标注的就是修正 inception，这里主要说明

修正 inception 后的可应用性。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主要针对 inception 的修正。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自行研究算法细节。 
 

架构修正后的 Inception 在 GDCNIC 中的存在形式 

 由于 Resnet classifier 已经非常准确了，且实用性非常好，如果再去实现一个 googleLeNet，那是没有必要的。

另外，resnet 的优于经典 GoogleLeNet，当 GoogleLeNet 使用 Inception 架构，能勉强持平。我们眼下更需要一种 Training
相比于 Resnet 更加快速的网络，这就是 GDCNIC 的设计初衷。 
 GDCNIC 并不是知名 paper，而是从知名 paper: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解决 Inception 架构修正），引用

了 Inception 概念，重新构建了一个高速小型网络。 

关于 GDCNIC 

 GDCNIC 的额定最大分类 10000 个，与 LRNIC 相同，显存，算力等资源消耗远低于 LRNIC。 
 GDCNIC 内部没有 LRNIC 重构样本机制 
 使用 GDCNIC 需要我们在外部自行实现样本重构，例如，我们基于.ImgMat 框架将样本一次重构后再去训

练 
 GDCNIC 由于不会重构样本，因此在训练同等规模的样本数据中，相比于 RNIC/LRNIC 会提速 100 倍以上 
 GDCNIC 可以用于文字识别，png/ico 图标分类，商标分类，只要分辨率不高都可以使用 GDCNIC 
 GDCNIC 但并不适用于与图片分类 
 如果人脸识别的要求低于 10000 人，可以使用 GDCNIC 替代 Metric，但是我们需要自己编程实现样本微重

构：微度倾斜，微度对比变化，微度亮度变化，重构完成以后再输入到 GDCNIC 
 GDCNIC 的最大特点就是 training 快速 
 GDCNIC 的模型扩展名.GDCNIC 
 GDCNIC 没有小型网络概念，一开始就定位成 10000 额定分类，因此训练 GDCNIC 都应该使用 LargeScale 体

系来干，而 LargeScale 会使用暂存文件来支持大样本数据库的分批输入，因此 RNIC 在训练中有仍然有 4
个线程负责调度 LargeScale 分批载入，调用线程负责输入 

 在多卡 GPU 系统系统中，training 表现优异 
 GDCNIC 的识别不支持批量操作，一次只能一张图 
 在 FreeDemo 可以找到 GDCNIC 的建模与识别的示例代码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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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DNN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由机器学习的顶级科学家 Lecun,Yann在 1998年主创

（50 页图文并茂，非常详尽的技术革命，该 paper 引文高达 120 篇，甚至比一般的调查类 paper 引文还多），请通

过搜索来了解详细信息。在 AI 引擎中 API 以前缀 GNIC_作为区分。这里以 GNIC 作为简称。 
 API 命名来历：因为借鉴了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中关于文字分类的网络设计

思想，并且提炼成 cuda/GPU 版本的高速网络，另一方面，GNIC 的网络结构出现了两个 FC 层（二级分类计算），这

种设计并不多见，该网络处于区分它以同尺度分类/文字分类为主，顾直接使用 GNIC 作为命名。 

 
总结：了解机器学习发展史就去看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关于 GNIC 

 GNIC 的最大额定分类 10000，可以容纳 1，2 级汉字字库，全拼英文单词 
 GNIC 没有限制输入图片的尺度，它要求训练和识别的图片，都是同一种尺度，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训练

时样本统一尺度是 100*100 一个汉字，我们在识别一个汉字分类前，需要汉字按等比尺度缩放成 100*100。
这是标准的 OCR 做法。当然，我们做汉字分类识别也可以使用 Metric 和 GDCNIC 

 GNIC 在训练中不会自动重构样本，需要我们在外部自行实现样本重构 
 GNIC 主要解决高速分类识别问题，GNIC 在低分辨率图片下分类速度优于 GDCNIC，Training/Process 都是整

个 AI 最快的分类器之一，但是它要求同尺度：训练和识别必须都是统一尺度。 
 GNIC 训练一个 60000 张样本的 mnist 手写样本数据库只需要 5 分钟，换个角度，我们生成完整的字库，并

且做完轻微的样本重构操作，做到 100 万的汉字样本库 2 小时内训练完成 
 GNIC 对单卡 GPU 的支持比较好，普通 GPU 均可有效训练和识别操作 
 GNIC 的识别不支持批量操作，一次只能一张图 
 GNIC 的模型扩展名为.GNIC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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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Bio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Bio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在 AI 引擎重点支持的语义分割网络之一：U-Net，该

网络层 U 型结果，以金字塔向下 wrap 方式输入，再以金字塔向上方式输出分割数据 

  
 U-Net 是没有全连接层的，在 U-Net 中，全连接层以全卷积层代替：DNN 变成 FCN。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因

为 U-Net 的思想是学习有颜色的标注形状->输出近似的判断结果，简单来说，U-Net 就是学习图片的构成像素。最

终，U-Net 做到了不同尺度的像素构成学习，并且完成该像素结构的数据输出。U-Net 的作用是革命性的，可以替

代形态学分割。目前 U-Net 的分割效果，截至 2020 年，是所有分割技术中最好的一个，同时 U-Net 也是最消耗计

算资源的网络之一。U-Net 在互联网中的 paper 和代码非常多，这里就不做细节描述了。U-Net 在 AI 引擎 API 中以

SS_作为命名前缀来区分。这里我们以 SS 作为简称。 

关于 SS 

 由于网络设计原因，SS 在训练与分割的输入尺度需要控制在 500*500 范围 
 SS 的分割输出和输入都是同等尺度，因此，SS 输出会逐像素从 U-Net 的输出数据进行转换计算，以 500*500

为例，需要计算 25 万次对 U-net 的近似搜索来实现输出转换，这是一个分类的计算。假如额定是 1000 个

分类，那么每次做分割处理就是 25 万*1000 次近似搜索实现输出转换，非常消耗算力。现在 SS 最大支持

的分割类型是 50 类，不能到 1000 数量级，原因就是如上了。 
 训练 SS 非常消耗 GPU，SS 是整个 AI 引擎资源消耗最大的网络，因为 SS 的整个 FCN 卷积过程里面一直在

交错的计算，这让 GPU 的计量非常大。一般来说，500 张样本，在 Titan 级 GPU（单卡）需要 30 个小时。

当样本达到 10 万张，训练时间可以说：地久天长！总结：SS 是整个 AI 引擎资源消耗最大(计算，显存)的
网络，训练时间也是最长的网络。 

 SS 使用 GPU 的处理一张像素尺度为 500 的图片，在 50 额定分类下，大概会耗时在 0.5 秒左右。因此我们

在使用 SS 中，需要做程序优化，AI 引擎提供了异步方式逐像素处理：这种机制是让网络刚刚输出完成时，

立即把数据传递给一个子线程，由子线程来做逐像素处理，而主线程则继续处理下一张图。 
 SS 输出的数据不可直接使用，需要使用形态学分割技术来支持，在形态学分割中，实现框体检测，近圆检

测，多边形检测，形态学矫正等等。这需要专业 CV 知识体系作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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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的识别能力非常出色，SS 网络可以用 instance segmentation 网络 1/10 的样本资源达到超过 instance 
segmentation 网络的效果。我们在构建 SS 样本数据库时，可以不考虑大样本数据库，但样本也不能少 

 SS 无法分割连接在一起的同类目标，例如拥抱中的恋人图片，它无法分割男女，要在同类分割中切分目标

需要使用 instance segmentation 技术体系 
 SS 分割模型需要形态学分割体系支持才能工作，准确来说，SS 是做像素分割，形态学是做 SS 的输出数据

分割，该流程不可分离 
 SS->形态学处理之后，可以与 GrabCut 搭配完成高精度抠图工作 
 SS 在 AI 引擎中有里程碑意义：实现 SS 需要数据科学，样本数据库支持，U-Net 模型，形态学等等大型模

块支持，这些支持模块，象征了 instance segmentation，数据科学地基等未来之路。 
 SS 模型的扩展名.SS 
 RunTrainingTask 方式支持 

SS 的 demo 

实时性语义分割 demo，使用异步方式实现 

  

SS 样本配对数据库 

 

SS 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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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tracker 

 correlation tracker 发表于 2010 的 CVPR，paper 全名 Visual Object Tracking using Adaptive Correlation Filters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滤波器有很多变体。比如综合判别函数 SDF，最小化方差综合判别函数 MVSDF，
最小化平均相关能（MACE），最优全局滤波器（OTF），最小化平方差综合判别函数（MSESDF），这些滤波器的训练

依赖目标物体的外观变化和一些硬约束，因此，总是产生相同高度的峰值。其中最好的是产生尖锐峰值和高的 PSRS
的 MACE 滤波器。 correlation tracker 是一种新的相关滤波器——最小化平方和误差（MOSSE）滤波器，当使用一帧

图像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可以产生很多稳定的相关滤波器。当存在光照、尺度、姿态和非刚性变形等，基于 MOSSE 
滤波器的追踪器是鲁棒的，并且，可以秒运行 669 帧。通过峰值，能够检测出遮挡，此时，追踪器停止追踪。当

目标物体再次出现时，追踪器从它上次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追踪。 
 correlation tracker 在 AI 引擎中的 API 都以 Tracker_作为前缀命名来区分。这里我们以 Tracker 作为简称 

 

关于 Tracker 

 tracker 不需要建模 
 tracker 追踪可以支持实时视频 
 tracker 的 api 非常简单 

1. 开始追踪时 open，标注要追踪的目标，返回句柄 
2. 在视频播放中，跟据句柄做 update 操作就是追踪，update 的返回值是可信度，我们可以根据该值判断目

标是否正常 
3. 完成追踪时，close，回收内存 

 tracker 在长时间追踪运行中，不会泄露内存 
 tracker 是结合视频使用的 

Tracker 的 Demo 

左图使用鼠标标注框体后自动追踪，右图使用自动侦测目标区域物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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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AI 引擎内置的文档支持是基于 Tesseract 重构完成的。作者已经读完 Tesseract 全部代码，可以将 tesseract 理解

为不支持用户模型：首先，tesseract 模型微调系统很复杂，剪枝，增量训练，这些概念华丽而没实用性。而从头建

模则需要特殊字库，甚至需要用户自行构建 LSTM 网络，对普通用户来说，这是行不通的。不过 Tesseract 内置集成

了 160 种语言模型，选择面很大，可适应普通文档识别需求。 
 自己做字库样本训练 DNN 检测器，自己训练 Metric，GNIC，GDCNIC 分类器，远比使用 Tesseract 来的简单和实

用，自己拿 DNN 建模甚至可以解决 scene text 的识别。 
 AI 引擎内置的 OCR 主要是解决一些要求快速应用场景而存在。别无它意。 
 

关于 OCR 的 Demo 

英中混合文档识别 

 

中法混合文档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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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数据科学 

CV 类的前沿公司只要不是太菜，都会去做这件事，并且投入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对于机器来说，视觉类数据科学的制作过程如下 
 目标样本获取：图片提炼是指通过工具生成，编程提取，拍摄，等等方式获取到图片的数据源 
 目标分类，数据清洗：将大量图片根据内容进行归类，形成数据库，这会用到分类器建模，这将需要巨大的算

力来支撑，因为这里的大数据处理，几乎无法用人工方式来完成，人工分类非常容易疲劳，这将导致遗漏，分

类错误，会产生脏数据 
 拆分目标：扫描大量图片进行内容提取，将会用到检测器，分割器模型 
 重构数据：处理好的数据重新输出成为我们需要的数据：将汽车放置在不同的街道，将人放置在不同的场景，

将像素内容转换成为几何型来描述 
 使用数据：建模工作 
 

目标样本获取 

图片提炼是指通过工具生成，编程提取，拍摄，等等方式获取到图片的数据源 

通过爬虫获取 

 一般使用 chrome 内置的 dom 来爬，也有直接编写 html 脚本解析，通过截获 http 反馈头来分析图片。 
 如果不是专业搞爬虫，建议外包给圈内人士来干，直接外包即可。例如庞城大数据提供商阿木（qq345148965）. 

使用 IDM 抓取图片 

 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 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简称 IDM，使用全站镜像工具，使用文件扩展名过滤器抓

取.jpg,.png 等格式的图片即可，可一次性抓取整个网站（IDM 只能抓取静态页面），动态页面必须使用爬虫来干。 

使用三方样本库 

 三方样本库一般都随附样本给出了标注数据，这类样本库我们必须通过编程炼成。诸如 WIDER,VOC 
 三方样本库一般使用 XML，Json，INI，csv 作为标注的信息，样本则以图片来存放 
 

购买同行公司的样本库 

 联系经营方，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直接用硬盘交易，细节面议。 
 非正规渠道购买，例如，通过内部员工违法交易，被起诉后，可能面临为期数年牢狱之灾。这类案例在风口行

业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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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型摄像机获取 

 小蚁/gopro/山狗等轻便 4k 相机+256G 卡，通过车架，街道，走廊，手持游走等等方式获取。待完成后，使用

AI 引擎的视频支持类工具，提炼成图片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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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简易小目标的录拍环境 

 多用于需要多方位小目标采样的场景 
 左图我用了一件黑大衣+移动小手电+床头阅读支架+3 个录拍设备（cannon,gopro,ipad） 
 右图是商汤制作的超市样本捕获环境，自己设计了一个旋转平台，将小商品放置其上后，使用不同视锥体采样，

达到默认手机拍照识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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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作为数据源 

 视频提炼是一种大数据的处理工作，因为无论快手，抖音，朋友圈，优酷，各类电影，纪录片，均有大量信息，

我们需要通过建模，使用 GPU 来暴力的获取样本。完成该工作的前提是需要非常强悍的硬件支持。 
 例如一部 1080p 的纪录片，大约有 20 万帧图像，最粗线条的方式就是通过 RNIC 这类分类器来计算，当发现了

我们需要的样本，提取出来。依次反复，从数以万计的视频源来提取。下一步来做数据清洗。 
 使用单卡来干这件事，是没戏的！单卡光是训练一个分类器模型都要好几个小时，达不到处理视频大数据需要

的算力。 
高算力 GPU 的一手方案可参考思腾合力 www.aiserver.cn ，小公司的算力性价比会相比数百万 GDX 的略好。 

   

 
  

http://www.aiserv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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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类，数据清洗 

 将大量图片根据内容进行归类，形成数据库，这会用到分类器建模，这将需要巨大的算力来支撑，因为这里的

大数据处理，几乎无法用人工方式来完成，人工分类非常容易疲劳，这将导致遗漏，分类错误，会产生脏数据 
 
 这一步工作很类似制作公共数据集，通常来说，这一步是生成细致化的数据库。 
 并不简单！ 
 我们样本不会自己分类，且数据很乱，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张图片，即使到千万级也很正常。这一步工作是针

对图片进行有序的分类，归纳，存储，清洗。 
 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模型来解决。在众多模型中，处理图片分类最直接的方式是 RNIC 模型，其次是检测器模

型，包括（CPU/GPU）支持的各种检测器，最后是像素语义。 
 整个过程的时间开销，都会集中于建模的层次上。一般来说，机器越好，越省时间。当模型完成以后，图片的

处理过程，那是一个 for 就可以干完的事情，可以忽略不计。 
 从结果来说，完成这一步工作，等同于制作了一个很标准的样本库：数据挖掘。 
 对于 Delphi 这类程序搞数据库是家常便饭，而大数据类的挖掘，是少有 pascal 能干的，这会需要 pascal 程序从

数据科学层面入手来审视难度，对于习惯了控件，库，API caller 的程序来说，等同于入手新技术体系，难度系数非

常大。 

拆分目标 

 扫描大量图片进行内容提取，将会用到检测器，分割器模型。 
 对于目标的拆分含义：例如将人类，汽车，植物从图片独立拆分出来，形成众多的零件碎片。这类数据对于重

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重构数据 

 处理好的数据重新输出成为我们需要的数据：将汽车放置在不同的街道，将人放置在不同的场景，将像素内容

转换成为几何型来描述。 
 在建模工具中，我们可以将拆分好的飞机，拉到不同的机场中，而我们的肉眼根本分本无法分别这是一张假样

本。重构数据的思路，其实是将工具的运作模型自动化了，让它来适应大数据类的重构。 
 这一步工作是前无古人的，要创造伟大的模型，需要付出无比的艰辛。最后，当我们做到了重构，也就做到机

器视觉的无所不能。 

使用数据 

 这一步工作是重构数据，重新建模。也叫机器学习 2.0。 
 因为从获取样本，到重构出模拟样本，受限于整个硬件行业和前沿视觉领域的发展，规模大小，效果好坏，在

不同的工作目标中都会有不同的体现。 
 人们迷信于自己看到的事物，例如一个检测的效果，都在看运行结果，而不是关心它的生产过程。AI 引擎不是

这样定位，而在于最前沿的视觉科技创新：走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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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系统 

 脚本是一个非常抽象和讲究概念的事物，对它的定义为：脱离计算机和编译器机制的程序语言。 
 AI 引擎中的脚本系统很多，大的有形态学表示脚本（视觉支持库+IDE+脚本引擎），小的有渲染引擎中的彩色文

本表达式（只需要用|来表示脚本，即可完成红色 hello world 的描述，例如：”|color(0.5+0.5,0,0)|hello world”）。 
 通用的脚本引擎，目前只提供了一个最底层的句法支持系统，并且开源，请参考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Expression  

句法和脚本的关系 

 等同于 Paper 和应用 Paper 的关系。 例如：形态学表示脚本，拥有，视觉支持库+IDE+脚本引擎，3 大模块，脚

本引擎有结构化模块，句法驱动模块，句法引擎就是属于句法驱动模块。 

句法引擎并不适合初级程序员 

 要形成脚本系统，需要有数据结构，支持库，编辑器，这会需要很多实战上经验，并不适合初级程序员。也不

适合初级程序拿来练习编程。 

句法引擎的应用 

 改造成为 cmake 类脚本 
 改造成为批处理类脚本 
 改造成为 sql 类脚本 
 改造成为 lua，pascal，c 类脚本 

 使用句法引擎并不会耗费我们的时间，只需要弄清楚几个 api 的使用即可，句法引擎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词法解

析支持库，这将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使用对象，因为我们文法的支持，而定义数据结构，测试，做 ide 的支持工具，

做 api 类支持库，这类工作将会占据 90%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做的好处是投入到项目应用中，可以有把握来升级，

更新，修复 bug。如果直接使用别人做好的脚本引擎，难免将会面对升级头疼症，bug 头疼症。 

关于句法引擎的 demo 

该 demo 演示了复杂词法解析+句法的运行演示，同时它也可以作为评估+测试句法引擎的工具程序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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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引擎工具链 

 引擎工具链是开发机器学习类 APP 的必须工具，AI 对于工具链依赖，就像写代码和 IDE 的关系。 
 AI 引擎的工具链非常庞大，包括各种数据编辑，生成，训练。这些工具对于授权用户来说，提供了源代码。免

费用户只有引擎源代码，而没有工具链的源代码。 
 

Local training server：LocalTrainingServer.exe 

Local training server 工具以 VM 形式提供了 CS 网络训练模型 
Local training server 可以用一台非常高级服务器来带动整个公司的模型训练 
客户端在训练时需要勾上红框中选项 Send data source To Training Server 后面给 training server 的地址 
如果服务器需要切换 GPU 训练在 addional parameter 给”-gpu:gpu 的 ID 号” 

 
远程服务器需要是 windows 系统，训练中的模型可以随时中止 
Local training server 以 VM 方式在训练模型，可以利用多个 GPU，它不会因为训练过程错误而发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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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Builder: Z_AI_Model.exe 

AI 引擎的核心样本编辑器之一，支持本地 VM 训练模型，同时它也是 Local training server 的客户端 
Model Builder 的功能非常多，这是 AI 引擎最核心的数据构建工具之一 

可视化几何分割标注编辑支持 

 

几何标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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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框编辑 

 

检测框标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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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Predictor 编辑 

 

语义分割的样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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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碎片编辑器 

 

分割标签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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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 Training server 的模型管理 

 

视频大数据样本采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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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脚本批处理支持 

 

样本重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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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割样本支持 

拉框自动分割 

  

自动化标注菜单，模型训练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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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Matrix Tool：ZAI_IMGMatrix_Tool.exe 

Image Matrix Tool 是针对数以万计来自 Model Builder 样本集的数据库级工具，每一个.imgDataset 样本集在 Image 
Matrix Tool 中等同于一个条目。 
Image Matrix Tool 没有直观的样本编辑功能，它只能浏览，通过传递碎片样本数据给 Model Builder 进行数据编辑操

作。使用 Image Matrix Tool 需要很多内存。即使消耗达到数百 GB 的内存也是正常现象。 

一个小狗分类器的样本数据 

 

双击打开 Model Builder 开始编辑小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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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脚本批处理支持(数据清洗，重构之类) 

 

大规模的人脸数据库自动化标注(数百万人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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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ackage 构建支持 

Training Package 构建是指构建成一个 TrainingTool.exe 命令行训练的数据库，通过敲入命令，实现模型的训练 

 

LargeScale-Image Matrix：L_ZAI_IMGMatrix_Tool.exe 

Image Matrix Tool 是将样本数据暂存内存中进行操作 
LargeScale-Image Matrix 是将样本数据暂存于文件中进行操作，从而实现低配置 pc 编辑大数据的功能 
LargeScale-Image Matrix 主体功能与 Image Matrix Tool 一致，LargeScale-Image Matrix 没有训练和脚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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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Image Matrix 与 Image Matrix Tool 的主菜单比较 

  

LargeScale-Image Matrix 与 Image Matrix Tool 的弹出菜单比较 

  

LargeScale-Image Matrix 与 Image Matrix Tool 打开同一个样本数据的内存使用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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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Recognition Test：FaceRecognitionTest.exe 

Face Recognition Test 是一个帮助建模测试人脸正确性的工具，避免去编程实现人脸测试 
我们只需要给出后缀为.metric+.learn 的模型文件即可完成测试 
Accuracy 表示相似度的差值，越小表示匹配度越高 

 

Face Recognition Test 测试结果 

 

假如不匹配将会返回 no face defined 这类提示 

 
  



 
 

97 

Polygon tool：PolygonTool.exe 

Polygon tool 是使用弧度坐标系描述目标场景结构的编辑环境 
Polygon tool 旨在解决数据的编辑，并不会做其它处理。它可以在监控推流视频，文件视频，图片基础上构建弧度坐

标系，实现逻辑层与目标场景的数据一致性。 

  

Morphology Expression：ZSamplerBuilder.exe 

形态学支持的科学实验工具，主要应用于算法验证，属于编写形态学处理程序必备工具之一 

使用形态学提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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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Builder：FontBuild.exe 

 Font Builder 主要用于将系统字库构建 MemoryRaster 内置光栅字库(所有平台通用) 
 Font Builder 可以构建出边缘非常平滑的 AA 字体，字库很小，启动时的载入速度非常快 

 

.BMP File Convert：BitmapConver.exe 

 .BMP File Convert 实现了通用于所有平台的光栅格式转换。 
 内置格式是指 TMemoryRaster 内部自己支持的图片格式，不需要任何外部库，包括压缩库均是内置式支持，可

以跨平台运行（已通过 test）。使用内置光栅格式的好处是兼容性超级好，移植非常省事。 
 因为早期的 TMemoryRaster 只能支持.BMP 一种格式，后来升级延续这种命名，工具命名是 BMP，实则是多种

内置格式的转换工具。 

 

  



 
 

99 

.PNG File Convert：ImgFmtConver2PNG.exe 

.PNG File Convert 使用了 ImageEN+Imaging 两种光栅支持库，该工具支持的光栅格式非常多。 

.PNG File Convert 可以直接使用 No GUI 形式的命令操作，详细用法参考内部 FillParam 实现代码即可。 
例：ImgFmtConver2PNG.exe “-i:c:\1.jpg” “-SameDir” 将 c:\1.jpg 转换成 c:\1.png，无 UI，可以直接通过 ShellAPI 调用，

支持 stdio 信息 

 

.TIF File Convert：ImgFmtConver2TIF.exe 

 TIFF 的 c 库非常复杂，且依赖项很多，诸如 ICU 这类 unicode 支持库，编译和部署非常繁琐，直接放弃外部库

来支持 TIF 光栅格式。 
 .TIF 是个非常复杂的光栅格式，它内置可以套用.jpg，字典，多光栅结构，目前整个 pascal 圈，支持.tif 细节最

多的光栅输是 BGRA（不是 full 级支持），而 BGRA 语言限制为 ObjFPC，无法兼容 delphi，退而其次，最后选择 ImageEN
来支持.TIF 光栅格式转换。 
 .TIF File Convert 使用了 ImageEN 光栅支持库，可将任意光栅转换成 TIF 格式光栅，该工具支持输入光栅格式非

常多 
 . TIF File Convert 可以直接使用 No GUI 形式的命令操作，详细用法参考内部 FillParam 实现代码即可。 
 例：ImgFmtConver2TIF.exe “-i:c:\1.jpg” “-SameDir” 将 c:\1.jpg 转换成 c:\1.tif，无 UI，可以直接通过 ShellAPI 调用，

支持 stdio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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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Browse：PictureBrowse.exe 

 Picture Browse 是一个内置光栅和通用光栅格式的图片浏览器 
 由于 MemoryRaster 支持了很多非通用光栅格式，这些格式在资源管理器，photoshop 均是无法查看的，比如.hyuv，
者时候 Picture Browse 就可以派上用场。 

 

Sequence Animation Generate：SequenceGenerate.exe 

 序列帧很类似 GIF，但是序列帧没有明确给定时间参量，另外，序列帧的渲染效率远远优于 GIF，序列帧是

DrawEngine 和 MemoryRaster 支持的一种特殊光栅格式，在 DrawEngine 中，硬件绘图可以在不切换批次情况下实现

高速绘制。例如，满屏序列帧动画，每帧重复画 20 万次。 
 序列帧多用于制作游戏，UI 特效这类渲染上的效果。因为 AI 引擎有很多输出，顾将 Sequence Animation Generate
集成到了工具链。Sequence Animation Generate 工具可以通过文件，Sprite 两种方式生成序列帧光栅。目前从淘宝花

10 块钱可购买上万种序列帧素材，使用 Sequence Animation Generate 可一键生成 DrawEngine 的序列帧纹理。游戏

与 UI 均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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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ackage：FilePackageTool.exe 

File Package 是一种 ZDB 底层的文件形式结构编辑器，等同于 winrar，winzip，7zip 这类工具，File Package 在不指定

存储方式下，不会对文件包做压缩处理。 
AI 引擎大量使用.OX 格式的文件包，这些格式包括 
 .OX：任意文件包，任意 ZDB 的数据库 
 .svm_od_marshal：Object detector Marshal 模型数据 
 .imgMat：Image Matrix Tool 的数据库 
 Input.ox：TrainingTool.exe 的训练输入包 
 output.ox：TrainingTool.exe 的训练输出包 
 zInstaller：zInstaller 的安装数据包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Installer 
 OfflineInstaller：zAI 的安装包使用 File Package 打包分发，不过这是加密包，无法直接打开 
 OCRModelPack.OX：支持 160 种 OCR 语言的模型包数据使用 File Package 打包分发 
 zAI_BuildIn.OXC：zAI 的内置模型包使用 File Package 打包分发 
 ZAILibrary.OX：Z-AI Application Published package Builder 工具数据使用使用 File Package 打包分发 
 Art.OX,sound.OX….：制作 MediaCenter.pas 库的文件包，例如，游戏 app 资源包，多媒体 app 资源包 

 

File Package 支持文件与目录形式的导入，导出 
File Package 不支持拖放操作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Inst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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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OCR Model Database：OCRModelPack.OX 

使用 File Package 直接打开 OCR 的模型数据库，在这里编辑保存后，整个系统都会生效 

 

Open DLL Published Database：ZAILibrary.OX 

Z-AI Application Published package Builder 使用的依赖库文件包，打开编辑后整个系统都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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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Application Published package Builder：DependPublished.exe 

ZAI Publicshed package 是帮助我们分发 ZAI 应用程序的工具,因为自己部署 ZAI 的依赖比较繁琐,比如我们编写一

个 Demo,要拿去四处运行,如果搞不明白 ZAI 的部署机制,一般是直接 copy 整个工具链+依赖包,这会让分发变得很麻

烦,且分发人自己都糊里糊涂,搞不明白应用程序究竟需要哪些 dll。 
ZAI Publicshed package 可以用最优尺寸来分发应用程序,同时它也可以做到端运行彻底脱离 license server. 

 
下面是简单介绍 ZAI Publicshed package 使用 

我们分发一个 x64 平台的 od 检测器应用这样干 

下图是分发一个 myapp.exe 应用程序,它是 x64 平台的,它使用了非 gpu 的 svm od 检测器识别图像,同时它没有使

用 ffmpeg,这时候,我们以 MKL x64 Free Engine 作为驱动来分发它.参考下图,点击红框按钮,即可自动分发到

c:\test\published\目录,然后自己打下包,发给用户或则发到互联网上即完成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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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准备 ZAI 引擎的依赖项:根据目标 AI 引擎生成它的依赖包,并 copy 到目标部署目录 
 准备用户应用依赖项:根据 Addional files 指定的应用文件和数据,copy 到目标部署目录 
 准备 Tools 依赖项:会复制以 Z_AI_Model.exe 为主的工具链到目标部署目录 
 准备 In-Build 依赖项:如果 zDefine.inc 的构建里面设置成数据是外部 In-Build,我们需要它 
 重新生成针对应用环境的 Z-AI.conf 到部署目录 
 重新生成针对 OCR 应用的 Language model 到部署目录,小体积 Model 
 授权用户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不要点 Include License Key,该选项会把 License Key 一起分发 
 ZAI Publicshed package 独立环境运行不受 Windows10 勒索软件保护,病毒保护影响 
 ZOCR 的授权用户可以使用直接使用 Free Engine 来代替 ZOCR 引擎,因为 ZOCR 提供的 C++端的构建源码,用户也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来构建 
 OCR 的在分发中,会自动打包一个新的语言模型碎片数据库: OCRModelPack.OX,该数据库只会包含选定的语言模

型 
 如果分发包是 cuda 类引擎,会自动打包一个 cuda10.2 的安装指南文档 
 各个引擎的支持细节指标,可参考 ZAI 计算引擎支持表.pdf 
 x64/x86 的部署内容支持按 AI 引擎来区分,如果使用 x64 的 AI 引擎,FFMPEG 等等依赖包,都会以 x64 方式打包分

发,如果 AI 引擎是 x86,ffmpeg 等等依赖包则按 x86 进行 
 如果是授权用户,可以通过阅读 Depend Published 工具链源代码来了解生成过程细节,也可以通过自己修改源代

码自定义的分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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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Pascal Binary declaration translate：NumTrans.exe 

 FPC 的 obj-fpc 模式可以二进制方式申明常量，二进制常量无法在 delphi 中使用，该工具解决了二进制与十进制

以代码形式的相互转换。 

 

Pascal Code Unification：PascalCodeUnification.exe 

Pascal Code Unification 是一个辅助编译工具，适用性非常广阔，任何 pascal 的都可以用它来规范化 
 工程大了以后，函数名大小写，变量大小写，各种申明大小写，全部统一化是件很麻烦的事 

 在 Linux 平台中，所有的代码文件名都会区分大小写，假如写错一个 Uses，就会报告找不到文件，例如 Uses xx,$R xx,$I xx,$L xx，这类问题缕缕碰见 

 Pascal 机制陷阱：在大规模 CrossBuild 工程编译时，Unit 名+文件名如果不统一，build 将会非常麻烦，因为编译器不会自动化帮助我们修复这类 bug 
 

使用方法，将工程+控件+库，所有的.pas(delphi) or .pp(fpc)的代码，添加进来，然后点 Process 即可，它全自动化的预编译处理成规范库。 

 当勾选了 Unification Code case with C Style 后（该选项在使用前注意备份），所有的函数名，变量，定义的大小会按全局字典进行

统一处理，字符串的内容不会发生大小写统一处理，这与与 C 编译区分大小写编译机制一致的，如果不喜欢统一可以不用勾选。 

Uses 单元名称会以文件大小写为主全部统一 

编译开关的$Include 会以文件大小写为主全部统一 

编译开关的$Resource 会以文件大小写为主全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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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Declaration translate：StringTranslate.exe 

STRING Declaration translate 是个常用于文本和 pascal/c 申明式之间相互转换工具 
STRING Declaration translate 在 600585 手上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形态学脚本转成 pascal 内置代码 
 PolygonTool 的数据，转成 pascal 内置代码 
 XML 文本，转成 pascal 内置代码 
 HTML 文本，转成 pascal 内置代码 
 C 文本申明转成 pascal 文本申明 
 Pascal 文本申明转成 C 文本申明 
 在很多场合实用 

 

zExpression Support：zExpressionSupport.exe 

zExpression Support 是一个多用途表达式工具 
 计算器 
 程序估算器，类似使用 47 shr 1 替代 47 div 2，估算验证程序 
 简单公式验证 
 zExpression 表达式的测试验证，实验用途 
 矩阵数据翻译 
 向量数据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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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 File to Pascal source：ConvFile2Pascal.exe 

Convert File to Pascal source 可以将一批指定文件转换成 pascal 的申明式代码 
Convert File to Pascal source 会自动生成载入式 API，包含自动解压，API 将会以 stream 类返回 
Convert File to Pascal source 多用于小文件数据打包 

 

text/sources File Encoding：EncodingConver.exe 

我们在做国际化语言移植时都会遇到编码问题,代码文件,文本文件,没有 UTF8 的签名!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 UTF8,很多编译器,编辑器都会出现错误. 
 

假如我们用简体中文编写备注,台湾朋友打开程序,如果乱码,那就是我们用了无签名的 UTF8 在编码我们代码文

件.这时候,我们可以转换它,我们也已通过系统语言参数,将默认语言设置为繁体,都能解决问题. 
 
Encoding Convert 的作用是重构文本字符编码,作用于编译器和程序的移植.另外,它配合 zTranslate 可以非常方便

的进行国际化代码的转换. 
 
使用它非常简单,只需要指定源编码,原代码文件,重构的目标编码,它能自动化重构出我们需要的带有签名的

UTF8 编码.该工具就是作用于跨语种阅读,构建,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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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MD5 check：FileCheck.exe 

File MD5 check 是文件 MD5 效验码的计算工具 
File MD5 check 可以支持体积大于 4GB 的文件效验码 
File MD5 check 计算而出的文件效验码与 OpenSSL 会完全吻合，兼容标准 MD5 算法 
File MD5 check 可以计算一批文件 
File MD5 check 计算大体积文件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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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ranslate baidu service：zTranslateBaiduService.exe 

 访问 http://api.fanyi.baidu.com 获得 appID+key，免费服务有最大限额，并且限速，收费服务无此限制 
 启动 zTranslateBaiduService.exe，然后关闭，在 zTranslateBaiduService.exe 同目录下找到 zTranslate.conf 编辑 
 在 zTranslate.conf 中分别填好 AppID+Key，zTranslate.conf 需要以 UTF8 方式保存 
 重开 zTranslateBaiduService.exe 

 

zTranslate Client：zTranslate.exe 

zTranslate Client 是 zTranslate 的客户端主程序 
 
zTranslate 支持所有 Pascal 源码自动翻译 
zTranslate 支持所有 C/C++/H/HPP/CS 的源码自动翻译 
zTranslate 支持所有纯文本文件的自动翻译 
 
 
先启动百度翻译服务，BaiduTranslateService，如果不了解编译方法，请阅读编译指南 
 
因为翻译服务在转换大型工程时，工作量巨大，单词量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 200 万，然后，我们就需要给百度交钱

了。所以，我建议使用一台公网服务器做翻译服务器，服务器会 Cache 许多常用的单词，和语句，一旦 Cache 成功，

翻译速度将会快于百度。 
 
服务器系统可以 Windows 也可以是 linux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zTranslate 的百度自动化翻译支持 
  

http://api.fanyi.baidu.com/


 
 

110 

百度自动化翻译支持 

使用 zTranslate 之前需要先设置一下服务器地址，填写设置完成后，open 一下，如果提示成功，继续下一步 

 

设置我们需要翻译的代码，格式可以是 pascal 的所有代码，包括.dfm,.fmx，也可以是 c/c++/c#代码 

完成后，点击 build，zTranslate 会开始提取代码中的字符串和备注，过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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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完成后会自动弹出 stripped tool 的 window 

点击 Text 可以使用特殊排序算法：语种排序 
选额我们需要翻译的条目，弹出右键菜单，选择 batch translate 

 

这时候会弹出对话框，engine->chiense，执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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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ranslate baidu service 正在翻译中 

高亮表示正在翻译的条目,它会不断跳动 

 

漏网之鱼 

百度翻译服务总会有些没有翻译成功的条目，我们选择先它，用热键 F12，打开矫正工具，在这里进行矫正 
Used 表示使用这条结果，Fixed 是自己修正翻译内容，上传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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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代码 

点击 Return to CodeBuild 

 

提示是否合并翻译到代码中，yes 

 

翻译完成！ 

重新编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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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ranslate 的人工翻译支持 

在 Stripped tool，单独保存一个.ct 的数据库文件 

 

全部选择，右键菜单，使用 Picked，将条目全部勾上，在 Stripped tool 使用 export text，这时会生成所有勾选的条目到本文件 

  

导出完成后，会生成一个纯文本的描述文件 

文本前面的数字 ID 不要改，让翻译人员去翻译后面的英文句子，直接用中文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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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翻译好的文本准备就绪后 

使用 Add code and text File 重新把源码添加到需要窗口中，点红框按钮重新打开 Stripped Tool 

 

这时候 Stripped Tool 没有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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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之前我们保存到的.ct 文件 

 

在 Stripped tool 使用 import text，导入翻译人员做好的文本 

 

合并到代码，编译通过 

直接运行测试，如果发现翻译质量问题，让翻译人员继续去修改文本，完成后，我们再次导入->合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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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Translate 制作的多国语言文字游戏 

使用 zTranslate 制作多国语言支持的项目非常简单，该 APP 第一版构建于 XE6，尝试性提交上架通过 
后续没有再开发过这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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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Encoder：MPEGEncodeTool.exe 

.h264 Encoder 可以播放视频，也可以将视频转换成 GPU 支持的标准 H.264 格式 
 

从远程监控导入视频到本地 

 Video Source 支持 http,https,rtsp,rtmp,local file 等等 
 在 Encode To .h264 中填写目标文件，需要后缀是.h264 
 监控可以多端多开，一个监控头，可以多台机器同时访问，导入时长是无限的 
 我们可以点开导入后就去玩一个小时再回来，局时使用文件切割，跳帧，等等方式均能有效将视频光栅转换到

Model Builder 中 

 

h.264 格式转换 

打开 MPEGEncodeTool.exe，设置两个地方即可 
 Video source 栏可以填写 rtsp,rtmp,本地文件等等内容 
 Encode To .h264 必须是目标本地文件名，这不是 mp4 格式，而是 mp4 的.h264 码流格式，该格式支持 cuvid 加

速器解码。 
 Encode To .h264 栏如果为空就是播放模式 
 MPEGEncodeTool 也可以作为一种抓取 rtsp 或则 rtmp 网络推流数据视频到本地的工具 
 MPEGEncodeTool 在重构.h264 过程中可以通过任务管理查看视频引擎负载状态 
 MPEGEncodeTool 在重构.h264 过程中可以通过 GPU-Z 也能查看视频引擎负载状态 
 最佳的转换性能需要 video source+target 都是 h264 
 转换 Hevc/h.265 格式相对 h264 要略低 10% 
 在转换过程中随时都可以 stop，stop 可以安全回写数据，.h264 文件不会损坏 
 在转换或则播放过程中无法直接关闭，必须 stop 以后才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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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G File Split: MPEGFileSplit.exe 

MPEG File Split 主要用于切割本地大视频文件 
 
大视频中的帧数都是 10 万以上，很多时候，我们遍历，跳帧去导入大视频，非常花时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

用 MPEG File Split 切割工具来切一次视频，然后再去导入 
 
红框中分别是每个视频片段的时间长度 
Used Copy Technology，急速切割，这种切割非常吃硬盘，一般来说，一部 2GB 的视频，切割完以后，会有 10GB 的

碎片视频文件，它的优点是秒切，它不会重构视频光栅 
Used cuda technology，使用 cuda 技术优美切割视频，该选项会重构视频光栅，切割碎片非常小。如果我们的机器

支持 cuda，可以避免 copy technology，使用 cuda 来切割。 
多数情况下，cuda 只需要 1 秒就可以重构完成 1 分钟的视频光栅。 

 
在 cuda 切割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 gpu-z 来监控 video load 状态 
下图是正常 gpu 的工作状态， 

 
 
  



 
 

120 

（1.31）Distortion Calibratation：DistortionCalibrateTool.exe 

该工具为畸变镜头的盲测矫正工具 

说明 

 盲测算法使用的核心模型为多项式最小二乘法插值拟合,这在机器学习中是标准拟合算法.它可以非常聪明的实

现近似畸变还原:形参数量越多,拟合度也会越高,最终畸变还原的效果也会越好,精度越高. 
 该算法的畸变还原度可以高达 99%以上.随算法提供了直观的矫正工具. 
 算法从核心到 api 均使用原生 Pascal 实现,无任何抄袭和借鉴,数学模型全部人工推导,在该基础上使用 pascal 实
现具体算法. 

生成矫正图 

 生成一张规范和统一化的尺度校正图. 
 红框中的参数,为尺寸和尺度,尺寸以像素表示图片的分辨率,尺寸不能低于 1024*1024,尺度为假想化的畸变梯度,
尺度不能低于 40. 
 修改红框中的参数后,会自动构建出预览图. 
 这一步可以根据 A4 分辨率,IPAD 分辨率,手机屏幕分辨率,构建出对应尺寸的畸变校正图. 

 
 完成后,点击” 1.0 - 构建畸变校准图”,会提示保存成一张图片 
 接下来,打印图片到 A4/照片,或则将该图片 copy 到 ipad/手机等等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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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畸变镜头拍摄/采集校正图信息 

尽量将畸变的镜头中央,对准校正图中央, ,并且尽可能让校正图的边缘信息保留在畸变镜头的范围内,如下

图 

  
然后将畸变镜头拍摄好的图片图片复制到电脑,开始进行下一步 
 

形参标注 

点击红框按钮,会提示载入图片,这里,载入畸变镜头拍摄好的矫正图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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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两个箭头所指位置分别标注了畸变中心和校正图中心,镜头畸变中心由红色十字表示,畸变校正图中心由

表示.两个中心位置越靠近越好,必要时,可以拍摄数十张来挑选. 

 
接下来使用鼠标左键由中心向外点击畸变矫正图中的标注,顺序为 0,1,3,4.. 
在矫正工具中,可以使用鼠标滚轮进行缩放,鼠标左键为标注,鼠标右键为平移,如果形参标注错误,点击重置形参即可. 
 形参标注方向可以是中心向左按 0,1,2,3..顺序标注 
 形参标注方向可以是中心向右按 0,1,2,3..顺序标注 
 形参标注方向可以是中心向上按 0,1,2,3..顺序标注 
 形参标注方向可以是中心向下按 0,1,2,3..顺序标注 

 
形参标注完成后,进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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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和建模 

预览按钮在红框中,旁边是模型参数,模型参数建议最小 4-8 之间,不要超过形参标注的总数 
预览根据图片的分辨率大约会等待 1-2 秒输出结果,预览的判断准则为:肉眼看不出畸变就表示没问题. 

 
当我们确定模型没有问题后,点击红框中的” 3.0 - 构建多项式模型” 
这时候,会提示已经将畸变还原模型复制到粘贴板 

 

打开 notepad,使用 ctrl+v,得到模型数据和 API 驱动代码 

 

 

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 的使用 

畸变还原后光栅:=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畸变形参,多项式数量,畸变光栅); 
 
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 是畸变还原的主要 API,它申明的原型如下 

 

 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 内部以并行化方式工作 
 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 可以支持 FPC/Delphi 
 ProcessDistortionRaster_Polynomial 可以支持 IOS/Android/Linux 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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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FireMonkey Font Builder：FMX_FontBuild.exe 

FMX_FontBuild 是基于 VM 技术实现的大规模光栅字体构建系统 
在 OCR 数据科学领域充当汉字光栅系统的底层构建角色 
FMX_FontBuild 支持并行化加速技术，有大数据处理能力 

 

（1.31）Font Dataset Builder：FontDatasetBuild.exe 

该工具是实现了大规模文字检测器/识别器样本自动化构建功能 

 

运行 FontDatasetBuilder 的条件 

FontDatasetBuilder 需要两种数据库 
后缀以.zFont 命名的一系列光栅字库（图左列表） 
后缀以.txt 命名的文本语料库（图右列表），数据源主要来自于 zChinese 项目 

FontDatasetBuilder 启动最少要求 4G 的内存开销，建库需要 16G 的内存开销 

 
FontDatasetBuilder 参数很少 
 Font size：生成的字体尺度大小（建议值 50-100 间） 
 Rotation：文字的随机旋转角度（建议值 0-15 间） 
 Sentence：随机短句生成数量（建议 100 以上） 
 Sentence Picture：随机短句的整体整体样本数量，每张图片都会包含 Sentence 值 
 Chinese：是否生成带有简繁中文内容的样本 
 background：生成的图片样本数量（取值根据目标样本库而定，预览 1-5 间，生成检测器样本库建议给定

5 以上） 
 background directory：构建工具会从该指定目录中随机提取图片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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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DatasetBuilder 的生成过程是傻瓜化的，且生成速度很快，几个小时即可生成完成数百 GB 体量的样本库，可覆

盖各种场景。 
FontDatasetBuilder 构建大规模样本库时 CPU+内存配置越高，速度越快。 
民用 GPU 的机器，FontDatasetBuilder 构建的样本建议保持在 10G 以下，高端可以考虑把样本库构建到 20-40G（20G
样本库展开以后需要 400GB NVME 硬盘的自由空间才能训练） 
 

Preview dataset 预览样本集 

 Preview dataset 是使用抽样方式，小规模生成若可见图片，主要用于查看光栅库+语料库合成结果，一般来说，

确定预览正确，则可以进行应用级样本库的生成了。 
 
 预览输出的样本会标注出红色正框（带有尺度信息），绿色骨架框（随字体倾斜而转动），这些信息的作用是验

证光栅库+语料库的正确性。如果对于样本不太放心，可以反复生成查看，或则将不需要光栅字体和语料库去沟。 

 
下图中，我们只针对隶书字体生成样本库，通过预览，我们可以确定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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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Detector(.ImgMat)构建检测器模型样本库 

下图为针对字符“Y”生成的短句标注图片+字母标注图片 

 
当我们对目标样本库的检查完成后，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时，开始训练。 
LicensedDemo\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 中的检测器训练范例与 FontDatasetBuilder 是对号的，指定好对应

的.ImgMat 文件名即可训练。训练中是机器学习的核心技术，如果能力不够，请严格按本文范例来做。 
针对 LicensedDemo\Binary\OCR_DemoDataset.ImgMat 数据有两个检测器模型的训练程序 
 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3L 
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3L，图中显存开销 8G，显存控制器的负载高达 60%，CPU 负载稳定在 30%，硬盘

需要 NVME 并且空间至少 200GB。时间大约 17 小时。 

 

 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6L 
硬盘需要 NVME 并且空间至少 200GB。完成训练时间大约 2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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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Large-Scale File Package：LFilePackageTool.exe 

该工具提供大型.OX 文件格式的编辑，相比于 FilePackageTool，该工具不再使用内存转存.OX 数据，而是直接操作硬

盘中的.OX 文件数据。 
假如我们的.OX 体积高达数百 GB，我们可以使用 LFilePackageTool 来打开编辑它。 
同样的，假如我们需要编辑查看来自 ZDB 构建的大型数据库，也是可以的。 

 
下图是同样打开 OCRModelPack.OX 数据库时，LFilePackageTool 对比 FilePackageTool 的内存开销，当我们需要操作大

型.OX 数据库时，LFilePackageTool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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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emo 

 FreeDemo 是完全开源的，它以突出功能性演示为主，做 AI 类方案需自行解决技术提炼。 
 FreeDemo 没有使用限制。 

SVM_OD 

该 Demo 面向 Object Detector 演示是 BearOD，DogOD，Bear+Dog=ODM 总共个 3 套模型的使用演示 
3 套模型均由 cpu 进行识别驱动 
3 套模型均由各自独立的建模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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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_OD_TrainingAPI_ImgDataset_Demo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API 训练熊本熊 OD 模型的方法，与 SVM_OD 交相呼应 
样本以格式.ImgDataset 输入，OD 的模型训练支持多核 CPU，不使用 GPU 

 

SVM_OD_TrainingAPI_XML_Demo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API 训练小狗 OD 模型的方法，与 SVM_OD 交相呼应 
样本以格式.XML 输入，OD 的模型训练支持多核 CPU，不使用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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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_OD_TrainingAPI_ImgMat_Demo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API 训练小狗+熊本熊 ODM 模型的方法，与 SVM_OD 交相呼应 
样本以格式.ImgMat 输入，ODM 的模型训练支持多核 CPU，不使用 GPU 

 

ShapePredictor 

该 Demo 演示了 ShapePredictor 的模型应用，使用的模型为 bear.shape 
ShapePredictor 模型需要依赖于熊本熊模型 bear.svm_od，熊本熊模型使用 Model Builder 工具构建 
bear.shape 模型使用 SP_TrainingAPI_ImgMat_Demo 创建，也可以使用 Model Builder 工具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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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_TrainingAPI_ImgMat_Demo 

该 Demo 演示了 bear.shape 的 API 训练 
样本输入格式为.ImgDataset 
ShapePredictor 的模型训练器支持多核 CPU 

 

Face_Det_CPU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face 的 OD 模型进行人脸检测，采用 CPU 运行检测 
OD 模型的训练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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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_Det_CPU_Parallel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face 的 OD 模型进行并行化的人脸检测，采用 CPU 运行检测 
OD 模型的训练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Face_Det_GPU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face 的 DNN-OD 模型进行并行化的人脸检测，采用 GPU 运行检测 
DNN-OD 模型的训练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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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_Alignment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OD+SP 模型识别人脸轮廓检测，采用 CPU 运行检测 
OD+SP 模型的训练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Face_Alignment_Parallel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OD+SP 模型并行化识别人脸轮廓检测，采用 CPU 运行检测 
OD+SP 模型的训练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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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_Rec_cpu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OD+SP+Metric 模型检测并且识别人脸身份，采用 CPU 运行检测 
建模系统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Face_Rec_GPU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内置 OD+SP+Metric 模型检测并且识别人脸身份，采用 GPU 运行检测 
建模系统需要专业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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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_Metric_ResNet_TrainingAPI_ImgMat_Demo 

该 Demo 演示了训练 Metric 模型的方法，使用 GPU 可在 1 分钟内完成训练 
关于 Metric 模型的具体方案，参看模型章节 

 

DNN_OD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DNN-OD 模型实现熊本熊检测 
该 Demo 内置了模型训练程序，重置以后再运行检测会自动启动训练程序 
很多 AI 引擎用户使用该 Demo 做硬件性能测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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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_OD2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DNN-OD 模型实现了实时视频中的超市商品检测，视频使用手机录拍 
该 Demo 使用的模型通过 Model Builder 构建，建模难度偏中：检测器带有商品分类标签 

 
DNN_OD3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DNN-OD 模型实现了实时视频中的车模胸部检测，视频使用手机录拍 
该 Demo 使用的模型通过 Model Builder 构建，建模难度不高，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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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ImgClassifier 

该 Demo 演示了 Resnet 分类器的训练与图片识别 
打开应用后，可以直接使用 FreeDemo 中的图片进行测试。如果要训练，先重置，再训练即可 
样本数据库是 demo 级的，大约共 120 张，5 个分类，训练中对 120 张样本总共重构 8 万次，完成精度 99%，GPU
为 Nvidia TitanX，训练过程耗时大约 40 分钟 

 
ResNetImgClassifier 的 demo 样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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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ImgClassifier2 

该 Demo 的测试图片位于 FreeDemo\binary\ RNIC-Test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该 demo 示范了根据不同分类运行不同程序分支，可用于同于模式识别，解决复杂自然场景和目标识别 

 

LargeResNetImgClassifier 

该 Demo 演示了大体量分类器 LRNIC 模型训练和使用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LRNIC 细节请参看模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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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MetricImgClassifier 

该 Demo 示范了 LMetric 模型的训练与使用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样本数据库采用 mnist 数据集的手写样本，样本数量大约 60000 张，测试模型均为抽取方式 

 

GoingDeeperWithConvolutionsNetImageClassifier 

该 Demo 示范了 GDCNIC 模型的训练与使用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样本数据库采用 mnist 数据集的手写样本，样本数量大约 60000 张，测试模型均为抽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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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entBasedNetImageClassifier 

该 Demo 示范了 GNIC 模型的训练与使用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样本数据库采用 mnist 数据集的手写样本，样本数量大约 60000 张，测试模型均为抽取方式 

 

FastSurfDemo 

该 Demo 演示了 surf 的快速特征生成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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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TrackerAndSoftDecode_GPU 

该 Demo 以实时视频方式演示了 DNN-OD（mmod）+Tracker（相关性追踪） 
小狗的 OD 模型使用 Model Builder 工具构建 

 

VideoTrackerAndSoftDecode_CPU 

该 Demo 以实时视频方式演示了 OD（使用 HOG+Slide+SVM）+Tracker（相关性追踪），相比 GPU 略慢 
小狗的 OD 模型使用 Model Builder 工具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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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Tracker_Camera 

该 Demo 示范了监控视频中使用手动标注并且追踪标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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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terizationFormatDemo 

该 Demo 展示了内置光栅的支持信息，包括保存/读取的耗时，存储后的光栅体积，光栅细节度，尺度等等 

 

zDrawEngine_HelloWorld 

该 Demo 示范了 zDrawEngine 的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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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riptDemo 

该 Demo 示范了如何使用内置脚本来批处理.ImgDataset 

 

 

KDTree_Analysis_EasyConsoleDemo 

该 Demo 示范了 KDTree 的基本使用，包含 Kmeans++，二分空间排序，二分查找，也包含 KDTree 的内部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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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_RandomForestDemo 

该 Demo 演示了由 Learn 引擎提供的 RandomForest 方法实现决策选择 

 

Analysis_Decision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多种 Learn 引擎分类器方法实现最佳决策选择 

 

Analysis_numberTrain 

该 Demo 演示了训练 Learn 的 LBFGS 回归模型，让它学会减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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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_FaceRecServ 

该 Demo 是一个响应式人脸识别服务器端 
它包含了整个人脸的识别，纠错，自动化构建样本库，自动化建模一系列功能，做到了傻瓜式人脸识别服务 
如果我们要做人脸类技术方案，该服务器提供了非常规范的人脸识别服务端做法 

 

Rep_FaceRecCli 

与 Rep_FaceRecServ 对应的人脸识别测试客户端，该端使用 FMX 框架可以直接编译至手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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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_OD_videoserv 

该 Demo 是一个使用 SVM OD(CPU)检测器的 OD 服务器端，它可以接收多路 OD 检测请求 
该 Demo 只能作为技术范式来了解，专业实时检测器方案，需要参看 LicensedDemo 内容 

 

realtime_OD_Video_FMXClient 

与 realtime_OD_videoserv 对应的 FMX 客户端，该端支持手机运行，需要修改一下资源载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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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_MMOD_videoserv 

该 Demo 是一个使用 DNN-OD(GPU)检测器的 OD 服务器端，它可以接收多路 OD 检测请求 
该 Demo 只能作为技术范式来了解，专业实时检测器方案，需要参看 LicensedDemo 内容 

 

realtime_MMOD_Video_FMXClient 

该 Demo 是 realtime_MMOD_videoserv 对应的客户端，该端支持手机运行，需要修改一下资源载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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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_Face_videoserv 

该 Demo 是一个使用 SVM-OD(CPU)+SP+Metric(GPU)组合模型的服务器端，用于实时识别人脸 
该 Demo 只能作为技术范式来了解，专业的实时人脸方案，需要参看 LicensedDemo 内容 

 

realtime_Face_Video_FMXClient 

该 Demo 是与 realtime_Face_videoserv 相对应的客户端，该端支持手机运行，需要修改一下资源载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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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_Face_videoserv_GPU 

该 Demo 是一个使用 DNN-OD(GPU)+SP+Metric(GPU)组合模型的服务器端，用于实时识别人脸 
GPU 的实时性会优于 CPU 
该 Demo 只能作为技术范式来了解，专业的实时人脸方案，需要参看 LicensedDemo 内容 

 

realtime_Face_Video_FMXClient_GPU 

该 Demo 是与 realtime_Face_videoserv_GPU 相对应的客户端，该端支持手机运行，需要修改一下资源载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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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PEG_ReaderDemo 

该 Demo 演示了 1080p 视频在 zDrawEngine 中的流畅绘制 
该 Demo 在源码中详细备注了使用 RTSP/RTMP/HTTPS/HTTP 等串流协议播放视频的方法 

 

memoryRasterProjection 

该 Demo 演示了像素投影的原理，包括，像素投影，形态数学投影，二值化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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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Compressor 

该 Demo 演示了并行化压缩器的使用以及并行化压缩性能 
ParallelCompressor 内置了多种压缩器，以并行方式驱动它们，速度相比串行更快 

 

MemoryMapping 

该 Demo 演示了 MemoryMapping 在 memoryStream64 以及 MemoryRaster 中的映射作用 
我们在投影，大型 Stream 拷贝中，将会消耗掉非常多的计算资源，MemoryMapping 是零 copy 机制，对于实时性，

低延迟要求的场景 MemoryMapping 将是一种非常好用的优化机制。 
在 MemoryRaster 中，MemoryMapping 通常结合 zDrawEngine 来使用 
在 memoryStream64 中，MemoryMapping 通常结合拆分，数据读取等方式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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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PyramidDemo 

该 Demo 演示了 sift(高斯金字塔的典型应用)，做图片相似性判断的方法 
Resnet 拆图块的模型训练机制与 sift 的提取特征思路其实都是同源 

 

GaussPyramidRegionDemo 

该 Demo 演示了 sift(高斯金字塔的典型应用)，做图片指定区域相似性匹配计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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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2Video 

该 Demo 示范了 zDrawEngine 渲染成视频的程序范式 
软选支持 h264 与 y4m 两种视频格式，为原生 pascal 实现，渲染帧速大约 60fps/s 

 

SoftRenderer 

该 Demo 演示了软渲染（zDrawEngine）与硬件渲染（zDrawEngine+FMX）的差异 
两者的字体略有不同，因为光栅使用内置字体，FMX 则使用系统默认字体 
在纹理渲染，填充，粒子，特效，多边形等支持，两者的输出效果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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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v2Video 

该 demo 演示了 y4m->h264 作为内置视频支持格式的转换 

 

SemanticSegmentationTraining 

该 demo 示范了语义分割模型的训练以及小规模测试分割效果 
使用该 Demo 的训练功能需要先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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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Color 

该 demo 示范了使用并行化方式填充闭多边形颜色的方法 

 

GeometryIntersect 

该 demo 演示了相线段对线段，线段对多边形，多边形对多边形的实时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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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AndVectorExpression 

该 demo 演示了矩阵和向量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zExpressionSupport 

zExpressionSupport 工具的开源版本，同时这也是演示 zExpression 的强大 demo，该 demo 包含了各种表达式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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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Draw 

该 demo 演示了彩色文本表达式在 zDrawEngine 中的使用方法 

 

PolygonScaleAndExtract 

该 demo 演示了乘法缩放与等距缩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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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leOptimization 

该 demo 演示了针对塌陷多边形的三角切割 

 

HoughRotationDetectAndCalibrate 

该 demo 演示了图像旋转矫正 

 

PCA 

该 demo 演示了 Learn 引擎中 pca 分类器的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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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 

该 demo 演示了 Learn 引擎中 LDA 分类器的算法原理 

 

NumTrans 

该 demo 是 fpc(obj-fpc)与 delphi 之间二进制申明式的相互转换 

 

PascalCodeDependencyAnslysis 

该 demo 演示了解析 pascal 代码库，并且按 uses 进行依赖关系排序的算法 
如果我们需要编写代码生成器，pascal 版本的 cmake 这类工具，该算法就会排上用场。 
600585 搞过不少代码生成器：一旦感觉代码量太大，梳理反人类，就会用程序来搞代码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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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Segmentation 

该 demo 演示了基于形态学的像素分割算法 

 

 

DrawEngine4FMXBitmap 

该 demo 演示了使用 zDrawEngine+FMX 实现硬件绘图到像素光栅的方法。等同于 R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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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RasterMoreFont 

该 demo 演示了 MemoryRaster 如何使用外部字库的方法 
外部字库需要使用 font builder 工具进行构建，且对多平台的兼容性好 

 

AISetFormatExtract 

该 demo 演示了.AISet(model builder 的样本数据库格式)的数据解析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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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ColorDetector 

该 demo 演示了规则框检测，分割框，规则线，分割规则线，4 种构图线的检测 
规则框检测和分割框检测 

  
规则线检测和分割线检测 

  

sigmaGaussian 

该 demo 演示了 MemoryRaster 内置的多种高斯效果以及 HOG 直方图的输出，高斯在投影，尺度缩放，样本重构这

类场景使用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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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Tool 

这不是 demo，而是 AI 引擎工具链的模型训练工具，放到 FreeDemo 中因为有些 demo 需要会用到 TrainingTool 
 

DrawEngineFontEdge 

该 demo 演示了实现文字边框的方法，同时也演示了实现文字高斯阴影效果的方法 

 

RectRotationProjection 

该 demo 演示了正反投影坐标系的换算，注意截图中鼠标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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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card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通配符的傻瓜应用方式 

 

ParallelDemo 

 1.30 新增 demo,它示范了内核中的并行程序,原子锁,支持多线程的统一随机数,并行计算等等基础 
 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demo,它使用内核 api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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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Polygon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使用 Hausdorf 算法求取两个多边形的距离,从而得到相似度 

 

RotationDemo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怎样用一行代码从坐标系模拟出常用矩阵的计算方式 
 同时也示范了光栅投影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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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onRegion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监控视频中的一个特殊区域,并且追踪出现在该区域的物体 

 

MorphGalaxiesDetection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使用形态学做天文图像中的显著星系计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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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Filter 

 1.30 新增 demo,该 demo 示范了检测文档图像中的文行,文字位置 

 

DNN_Dog 

该 demo 演示了小狗的检测，以及如何使用 metric 来小狗的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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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Tree_KMeanPlus_Graphics 

该 demo 演示了 kmeans++分类器算法，同时也演示了随机数种子对 kmeans++的影响，请参阅 MT19937 随机数的支

持类文档 

 

BuildInPictureDriver 

该 demo 演示了内置光栅对 jpg,png,bmp 这类图片格式的驱动能力 
该 demo 在撰写 AI 白皮书期间编写，可无改直接编译到手机进行测试 

 

（1.31）RasterFontBoundBox 

该 demo 演示了物理光栅字体的包围盒计算支持，字间/行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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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RasterBuildInDrawEngine 

该 demo 用很少量的代码演示了如何在 TMemoryRaster 使用渲染，并且以实时方式呈现了软渲效果。 

 

（1.31）DNN_OD3L 

该 Demo 演示了 MMOD3L 的高速检测能力 
(原来的 MMOD 为 6 层金字塔，MMOD3L 为 3 层金字塔，预置数据砍掉了半，检测能力提升了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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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ParallelProjection 

该 demo 演示了并行化投影技术对于高清图片的性能支持 
当我们进入 CV 数据科学领域后，并行化支持对于大量样本的重构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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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Demo 

RoadCameraDetector  

 1.21 的监控视频 demo,得益于 1.30 cuvid 新技术应用,多路推流视频监控性能有所提升 
 1.30 更新了主线程计算规则,长时间监控不会再发生显存泄露 

 

ScheduleDrawingExtract  

 1.30 新增 demo,它示范了超高分辨率工程胶片图的切割与矫正,同时它也可以降噪,它是专属行业应用不对所有

授权用户开放 
 它提供了 shell api 接口,可以直接支持在 c#工程中完成自动化切割,省却人工做图像处理的资源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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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SegmentationTraining 

 1.30 新增 demo,它示范了超大规模图像分割科学性与可行性,每秒可以计算完成 4 张精确分割图像 
 运行该 Demo 需要 32GB 内存以及 8G 以上显存,可长时间运行不泄露显存和内存,可部署于服务器 
 它标志了图像语义分割在 pascal 圈已经进一步走向成熟,不再是遥远的东西, 
 因为图像语义分割涉及到的计算规模非常大,形态学依赖,拓扑学依赖,欧几里几何学依赖,该 demo 可以算一种小

规模的技术革命,它标志着后续新技术的更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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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HelloWorld 

 1.30 新增 demo,它示范了 OCR 识别的基本使用方法 
 它并没有详细讲解在工程中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做前置处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OCR

不支持并行化的调用,绕过这些坑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或则直接找作者购买 zOCR 的专业解决方案. 

 

该 demo 主要预处理入门,它可以与 OCR 相配合,使用形态学提取图像中的纸张,再拿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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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推流识别组合 

这套推流组合,都是基于推流技术,实现小数据的视频传输与处理 
该 demo 由 4 个模块组合而成 
1. VidStreamingServ:裸服务器,不做任何图像处理的推流服务器,适合自己在它上面实现逻辑业务处理 
2. VidStreamingFaceServ:带有人脸检测的推流服务器,示范在裸服务器基础上加入人脸检测 
3. VideoStreamingClient:推流客户端,适合于各种场景,包括手机,监控,IOT,PC 等等设备 
4. VideoStreamingClient_HighPerformanceMode:高性能 ,低功耗的推流客户端 , 适合于各种场景 ,包括手机 ,监

控,IOT,PC 等等设备 
 
 视频推流都会有延迟,时间在 1-15 秒不等 
 这套 demo 不能作为实时识别需求的解决方案:比如我们站在摄像头前,需要马上给出身份反馈,这套 demo 是干

不了这件事的,它只能分析,记录视频,因为网络传输视频延迟太大了. 
 假如我们需要做数据中心的视频分析,接收来自各个监控点的视频数据,这套 demo 是可行的,它需要数据吞吐量

非常小. 

 
 这套 demo 对于视频的编码解码均使用 cpu,如果在一台 pc 多路视频推流,会把 cpu 吃满,建议自行更改为 cuda 的

解码器,修改方法为,在解码部分,用字符串指定解码器 

 
 如果需要使用 Cuda 的编码器请使用 VideoStreamingClient_HighPerformanceMode,程序里面我已详细备注 cuda

使用说明 
 我们可以开多少 gpu 的编码器,取决于我们 gpu 卡是民用还是专业卡,各个卡的硬件指标不同,并发视频编码加速

支持度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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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 VidStreamingFaceServ 必须和 VideoStreamingClient_HighPerformanceMode 配套,且不能多开客户端 
 VidStreamingFaceServ 演示了在服务器端实现人脸检测的程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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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识别视频组合 

这套组合 demo,都是实时传输,延迟极小,低于 0.5s,可以用于实时识别 
该 demo 由 4 个模块组合而成 
1. RealTimeVidStreamingServ:裸服务器,不做任何图像处理的推流服务器,适合自己在它上面实现逻辑业务处理 
2. RealTimeVidStreamingFaceServ:带有人脸检测+人脸身份识别的实时视频服务器,示范在裸服务器基础上加入人

脸检测+身份识别 
3. RealTimeVideoStreamingClient:高性能的实时视频客户端,适合于各种场景,包括手机,监控,IOT,PC 等等设备 
4. RealTimeVideoStreamingClient_Mobile:手机客户端,需要我们自己配置一下手机端构建,自己改下程序才能用 
 
 
 这套组合 demo 适用于架设云服务器,让所有的端实时发送视频光栅,通过云服务器识别反馈来跑业务,我们可以

假设一下:我们只需要站在摄像头前面,系统自动处理,不需要任何人工介入,因为这是实时识别框架 
 裸服务器可以同时支持多个开客户端连接推送光栅,它的电源功耗远低于推流服务器 
 裸服务器是一种框架,方便我们自行在上面架设各种识别的业务逻辑 
 RealTimeVideoStreamingClient:是一种 pc 客户端,它只会传输数据给云服务器,不做计算 
 
实时裸服务器运行截图 

 

如果是RealTimeVidStreamingFaceServ,我们在启动以后,需要指定一下 face识别的工作框架,这里要选 gpu才能做到实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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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同时打开多个客户端推送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客户端当前图像和服务器是一致的,它代表是实时性 
另一方面,只要看到绿色框体,就表示人脸身份的成功匹配,这时候,客户端会收到反馈.做业务开发,以此类推 
 
文档页面很小,下图可以通过放大 pdf 来查看细节效果 

 
文档页面很小,下图可以通过放大 pdf 来查看细节效果 

 
文档页面很小,下图可以通过放大 pdf 来查看细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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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证识别 demo 

 该 demo 使用暴力的面部轮廓方式来解决人证识别 
 同时该 demo 也给出了公安局要求人证识别的准确度解决方案预告:在下一版本将给出它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手上的事情非常多,同时我一直没有购买小超算,构建模型需要时间,以及设备,我会在 2020 中旬争取购入

小超算系统来解决应用模型和数据科学问题. 
 该 demo 作为展望,解决思路已详细备注在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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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FaceRecognition 

高速视频的人脸识别，该 demo 不会经过服务器，可以直接采集来自设备的图像数据，也可以直接通过文件载入视

频流。在 Nvidia Titan X 卡跑 1080p 可以达到 40fps。 

 

MorphologyHelloWorld 

形态学的 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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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ExtractToImageMatrix 

简单演示了使用数据科学重构商标样本库范式，并且它完成建模了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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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DistortionCalibrateTool 

这是基于 Learn+光栅引擎实现的一个傻瓜化畸变矫正工具 
该工具第一版由 pascal 圈的设备器材生产公司发包，在解决了对方的需求后将畸变直接做成了通用矫正工具。该工

具分为中/英两个版本，中文版为外包需求，英文版本为通用工具链。 
该工具随附了矫正支持 API，这些 API 的内核使用原生 pascal 实现，后续会使用 cuda 完成实时矫正畸变摄像头 

生成畸变矫正图 

左图为中文版畸变矫正（集成在授权用户 demo）/右图为英文版本畸变矫正（自 1.31 起已经捆绑在工具链中） 

  

畸变镜头的模拟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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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imgMatLargeScaleBuild 

AI 应用离不开大数据，大规模样本库的构建是 AI 应用必经之路，该 Demo 演示使用 TAI_StorageImageMatrix 来高速

构建(并行化)和训练(resnet)大规模样本库的做法。该 Demo 的核心内容都备注在程序中 

 
 

（1.31）LargeScaleMetricTraining 

AI 应用离不开大数据，大规模样本库的构建是 AI 应用必经之路，该 Demo 只有一个函数，演示了大规模训练 Metric
样本库的做法。程序中已经备注如何协调内存/显存/GPU/处理器/NVME/SSD/HDD。可以支持大于 100GB 样本库训练。 
 

（1.31）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3L 

该 Demo 只有一个函数，演示了针对 FontDatasetBuild 自动化构建出样本库的训练检测器。该 demo 训练的目标的检

测器为 MMOD3L（该硬件要求比较高，硬件不达标勿运行）。 
 

（1.31）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6L 

该 Demo 只有一个函数，演示了针对 FontDatasetBuild 自动化构建出样本库的训练检测器。该 demo 训练的目标的检

测器为 MMOD6L。（该硬件要求比较高，硬件不达标勿运行） 
 

（1.31）OCR_EndToEnd_Metric_Training 

该 Demo 只有一个函数，演示了针对 FontDatasetBuild 自动化构建出样本库的训练 Metric 网络。（该硬件要求比较高，

硬件不达标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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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OCR_EndToEnd_WithDNN 

该 demo 演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OCR 文字检测器的运行效果，这是 ZAI 独有的文字检测器模型技术体系，不是

Tesseract 方向的文字识别。 
 该 demo 使用 3 层 OD 演示了中文字符检测,识别不需要演示,直接照抄 GDCNIC,GNIC,Metric 分类器演示即可. 
 OCR 检测器的关键在于建模,建模又涉及到科学化的数据提炼,关键技术点都集中在建模环节. 
 由于建模原因,尚未针对中文符号和数字做样本提炼,该 demo 不出意外应该是不能检测到中文符号的. 
 由于建模原因,只针对白纸黑字做了样本模拟构建,尚未对自然场景做模拟构建(缺少超算). 

 

文档检测器输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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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Road2CameraDetector_NewDemo 

该 demo 在 2020-4-20 日使用改良过的 max-margins 重新建模, 正确检测率高达 99.99% 

 

（1.31）计算引擎支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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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efine.inc 构建定义 

zDefine 有两大参数分支，分别是 FPC 编译器，和 Delphi 的编译 

我们在 20 行左右可以看到对 FPC 编译器的条件判断，如果是 FPC 编译器，那么就使用 FPC 的参数定义 

 

FPC_DELPHI_MODE 

在 FPC 编译器中，分别有 objfpc 和 delphi 两种语法模式，差别主要在于严格指针、泛型、显式与隐式的匹配与转换。 
定义 FPC_DELPHI_MODE 可以告诉 fpc 编译器，构建程序代码使用 delphi 的语法方式 

主要使用 FPC_DELPHI_MODE 定义只有两处 

Geometry3Dunit 库，通过预定义的 FPC_DELPHI_MODE 然后再引用 zDefine.inc，在 FPC 的编译过程中，Geometry3Dunit
库会以 delphi 的语法模型进行构建 

 
另一个广泛使用 FPC_DELPHI_MODE 定义的地方是 AGG 的 pascal 移植库，因为对这套库做了大量优化工作，

FPC_DELPHI_MODE 是这套库的标准预编译参数 

agg 库来自 cwbudde 移植型构建的 aggpasmod，fmx 的核心 canvas，其实就已经使用了很多它

的解决方案，aggpasmod 可以算一种 pascal 领域像素处理的里程碑，它的核心技术发源于 c++  
Anti-Grain Geometry library(AGG http://www.antigrain.com)项目，由 cwbudde 移植到了 pascal
语系(https://github.com/CWBudde/AggPasMod) 

 
注意：除了以上的所有库，在 fpc 编译过程中都使用 objfpc 方式构建，具体细节去参考代码 

http://www.antigrain.com/download/index.html
https://github.com/CWBudde/AggPas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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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 独占参数：{$MODESWITCH AdvancedRecords} 

在结构体中可以包含方法的开关，使用 FPC 构建代码时，必须打开 
 

FPC 独占参数：{$NOTES OFF} 

因为 fpc 构成代码会产生大量参考信息，比 delphi 还多，这是关闭不必要的提示信息 
 

FPC 独占参数：{$STACKFRAMES ON} 

堆栈框架，如果我们需要在 lazarus 环境对代码 debug 一下，这是需要打开的。 
如果我们使用 fpc 做 release 版本的构建，可以关闭这个参数，同时配合-o3 开关，对全程序进行优化构建，可以小

幅提速 
 

FPC 独占参数：LITTLE_ENDIAN，BIG_ENDIAN 

只有 fpc 的编译器，才能构建早期小型机的大端字节序数据结构，现在几乎已经统一的使用了小端字节序 
它主要影响的库是 CoreCipher.pas，这是一套内核加解密库，在默认情况下，它只能工作在小端字节序的 cpu 上。该

参数是自动化生成的，我们不需要去刻意更改它。 
在我们使用 delphi 构建程序时，包括 ios+android+x86 这类体系，默认都使用的是小端字节序。 
 
  



 
 

188 

构建定义：FirstCharInZero 

当我们做字符串遍历，Copy，计算这类处理时，标准库的首个字符的逻辑位置是否从 0 开始 
标准库的 pascal 字符串的首个位置都是从 1 开始，后来，由 emb 提出了新的数据结构，让字符串从 0 开始处理，

并且应用到了 IOS,Android 这类平台中 
它主要影响的库：PascalStrings.pas, UpascalStrings.pas 
当我们在 fpc 构建程序时：{$UNDEF FirstCharInZero} 
当我们在 delphi 构建 ios 和 android 程序时：{$DEFINE FirstCharInZero} 
当我们在 delphi 构建 windows 和 linux 程序时：{$UNDEF FirstCharInZero} 

构建定义：OVERLOAD_NATIVEINT 

是否将 NativeInt,NativeUInt 视为一个独立的原子变量对待，在 FPC 编译器中，NativeInt 被指定成 Integer or Int64，
当我们重载 NativeInt 时会与 Integer 发生冲突，Delphi 则是将 NativeInt 视为一个独立原子变量对待 

构建定义：FastMD5 

MD5 在数据验证中的使用非常频繁，这个定义代表是否使用宏汇编构建的加速 MD5。它只能工作于 windows 平台

下，并且只能在 delphi 中打开它。我们的程序如果使用 fpc 构建不可以打开它。它主要影响的库是：FastMD5.pas 

MD5 有一个分组的变换步骤，既按 512 比特位输入长度进行 ABCD 一共 16 轮的非线性变换操作，这一步操作如果使用 pure 

pascal 实现，会非常耗时，后来 maximmasiutin 提出了 x64 版本的宏汇编 16 轮非线性的实现，同时他也给出了早期 1994 年

的 x86 参照版本，后来被我引用于 FastMD5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FastMD5 

https://github.com/maximmasiutin/MD5_Transform-x64 

构建定义：OptimizationMemoryStreamMD5 

在基础库中，UnicodeMixedLib.pas，FastMD5.pas，都有面向 Stream 计算 MD5 的支持，这个定义是在 TStream 是

TmemoryStream 或则 TmemoryStream64 时，它会自动绕过 stream 的流式数据 copy，直接基于指针来高速计算 MD5。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尽可以打开它，它可以支持 fpc 和 delphi，它能正常工作于任何操作系统。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FastMD5
https://github.com/maximmasiutin/MD5_Transform-x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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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定义：parallel 

这是并行的构建定义，打开它以后，多核 cpu 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如果是目标程序跑在手机这类平台上，这

个定义是可以关闭的，手机上的并行程序并不会得到太明显的加速。 
并行模式的程序相比于普通程序，提速大概在 2-8 倍间，具体提速取决于北桥芯片组和 cpu 核心的工作频率 

关闭并行程序，多数情况下，是在手机，IOT 这类平台中，或则是我们需要调试程序时。 
Parallel 影响到的库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尽可以打开它，它只可以 delphi，它能正常工作于任何操作系统。 
因为 FPC 的核心底层并没有很好解决原子锁问题，并行程序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在 FPC 中，Parallel 机制无效，

它永远都是单线程在工作。 
 2019 年 11 月版本更新：在 FPC+Lazarus 中弃用了 mtprocs.pas 并行支持单元，并行支持由函数 FPCParallelFor 来
支持，它基于 TComputeThread 工作，可靠性优于 mtprocs 

构建定义：FoldParallel 

并行程序采用折叠方式选址，如果关闭会采用分块方式选址，折叠选址对于多核 CPU 的性能挖掘会更加深入，大规

模计算性能优于分块选址。假如并行计算量很小，分块选址则更快。 
折叠选址 1 到 8 

 线程一：1，3，5，7 
 线程二：2，4，6，8 

分块选址 1 到 8 
 线程一：1，2，3，4 
 线程二：5，6，7，8 

构建定义：SystemParallel 

 该定义只针对 delphi，是否让 DelphiParallelFor 使用 Delphi 内置的 TParallel.For，如果打开该定义，DelphiParallelFor
会完全基于 TParallel.For 来工作，关闭该定义后，DelphiParallelFor 会基于 TComputeThread 来工作 
 在小粒度并行中，TParallel.For 的性能会优于 TComputeThread 
 在 TMemoryRaster 形态学支持系统中，TParallel.For 的性能与 TComputeThread 无差异 
 

线程池机制说明 
内核线程池机制几经周折，现在形成了一种成熟机制，当我们不使用 SystemParallel 时，内核线程池即开始工

作，线程启动不会是重新创建一个新实例，而是检查可以回收的线程，该机制在 CoreComputeThread.inc 库中实现，

感兴趣可以自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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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定义：InstallMT19937CoreToDelphi 

替代 Delphi 原有的古典随机数(random 函数)，使用梅森旋转算法的高质量随机数 
梅森旋转算法的周期为 2^19937-1 次，分布率优于古典随机数 
 
InstallMT19937CoreToDelphi 的来历细节 

在工程统计学中，随机数经常被用于算子，当我们在多线程和并行程序大量使用 Random 函数时会出现：

Random()=Random() 的情况，因为古典随机数周期短和重复率高。 
 
从各种开源项目寻找很久解决方案，在标准 STL 库，MT19937 是一种标准随机数，它工作于对象容器中，我们

可以在不同的线程创建 MT19937 的实例类来使用，这不会出现上述 random()=random()的情况，而它的做法如下： 
 r:=TRandomEngine.create 
 X:=r.random  
 如果我们去修改程序的随机数程序机制，显然这很麻烦，因为需要修改的程序代码太多了，zAnalysis 都是几十

万行以上的代码量，并且改算法代码很容易踩地雷。 
  
处于以上考虑，我们需要设计一种不需要改动程序，同时又能兼容并行计算的方法：这时候，我开始动手编写新的

并行线程随机数，而这种工作又很多，这时候，我直接放弃使用 delphi 的古典随机数，选择了梅森素数+并行线程

随机数。（以解决短周期并行线程随机数为主，MT19937 是辅助的计算方法，MT19937 并不能解并行程序中的短周

期，它只能做到比古典随机数周期更大） 
 
InstallMT19937CoreToDelphi 的实现细节位于 Core_MT19937.inc 文件中，参考资料已备注 

 
当我们打开 InstallMT19937CoreToDelphi 构建定义后，Delphi 的 Random 在并行线程的周期将会一致。大规模统

计学计算不会再出现算子碰撞的问题，其它使用 random 的程序也不会出现短周期问题 
 

构建定义：MT19937SeedOnTComputeThreadIs0 

  在 TComputeThread 启动我们的线程调用时，是否要对 MT19937 的随机数种子置 0。关闭该定义后在

TComputeThread 启动时，会使用 TimeTick 作为 MT19937 的随机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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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定义：Z_AI_Dataset_Build_In 

 
在 ZAI 项目中，有一些是已经训练好的应用模型，Z_AI_Dataset_Build_In 是我们编译的 EXE 是否会包含这类模型的数

据。 
当我们打开这个定义后，EXE 将会增加 80M 左右的体积。 
如果没有打开 Z_AI_Dataset_Build_In，EXE 在启动时，会从 EXE 当前目录或则我的文档，去寻找一个名字叫

AI_BuildIn.OXC 的文件，如果没有找到，会使用 DoStatus 提示 
Z_AI_Dataset_Build_In 影响到的库是：zAI.pas 
如果我们构建 ZAI 发行程序，那么可以打开这个构建开关 
如果我们的程序没有引用 zAI.pas 可以无视 Z_AI_Dataset_Build_In 定义 

AI_BuildIn.OXC 是使用 FilePackage 这类工具制作而出的文件包，类似 zip,rar 

构建定义：ZDB_BACKUP 

 

该定义基于 ZDB 最底层的 ObjectData.pas 工作，如果以文件方式打开 ZDB 数据库，包括.OX 文件，会先备一份一次

数据，当正常关闭 ZDB 数据库以后，备份才会被删除。 
如果 ZDB 发生损坏，会自动化的从备份文件去恢复。 
该定义对于备份文件尺寸小于 1GB 的 ZDB 数据库会比较安全，而文件尺寸太大时，备份就会非常耗时，这时候，我

们需要关闭这个开关，只能使用回写式的 ZDB 擦写数据。 
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开关不需要打开 
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使用了 ZDB，而 ZDB 文件又都不大时，这时候才可以打开该参数。 

定义 ZDB_BACKUP 后，打开 ZDB 将会变慢，而数据会更加安全 

构建定义：ZDB_PHYSICAL_FLUSH 

该定义基于 ZDB 最底层的 TObjectDataManagerOfCache 工作，在触发 Flush 写入硬盘数据库前，会先创建一个

临时回写文件.~flush，当存储中断(断电，蓝屏，程序崩溃)，.~flush 会在下一次打开 ZDB 数据时自动修复。 
 该选项会让 ZDB 的物理写入性能降低 10%，而数据安全性会更高。假如我们在做大数据的导入导出，那么可以

关闭它。假如我们在运行后台数据库，我们可以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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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定义：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 

 

在 TMemoryRaster 中，绘制字体都使用内置的光栅，与操作系统和平台无关。 
这些内置光栅都是独立的压缩文件 
 
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 
包含了中文简繁字体的内置光栅 
光栅字符量:21033 
光栅尺寸: 7208 x 9198 
压缩后文件尺寸大约 10M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 
包含了中文简繁与日韩字体的光栅 
光栅字符量:48664 
光栅尺寸: 10257 x 13923 
压缩后文件尺寸大约 20M 
 
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 与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 我们只能指定其中一个，如果两个都

定义，构建时会优先选择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这也会导致 EXE 或则 APP 的体积增大 10-20M
左右 
 
如果我们的发行程序引用了 memoryRaster.pas，drawEngine.pas,ZAI.pas 这类库，那么我们即可指定使

用哪种形式的内置字体光栅 
 
如果 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 与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 都没有定义，那么 EXE 或则 App
在启动时会从当前 EXE 或则 APP 目录去寻找文件，这些文件文件分别是，MemoryRasterLargeFont.zFont，
MemoryRasterFont.zFont，如果两个文件都存在，EXE或则APP会优先使用MemoryRasterLargeFont.zFont。
如果这两个文件都不存在，那么 EXE 或则 APP 会使用 MINI 光栅字体 

MINI 光栅字体不会包含中文简繁字体和日韩字体，只会包含标准 ASCII 英文字体，MINI 光栅字

体非常小，以代码形式存储，不使用文件存储，它只会在下面两个定义 

SMALL_RASTER_FONT_Build_In 

LARGE_RASTER_FONT_Build_In 

都没有定义时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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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定义：CriticalSimulateAtomic 

使用互斥机制来模拟原子锁，如果我们没有涉及很深入的并行程序，多线程这类方式编程，我可以不用管它。如果

我们的 delphi 程序大量使用并行机制，并且大量计算，那么我们在移植到 FPC 时可以打开该定义。因为 FPC 的原子

锁支持机制与 Delphi 不一样 

构建定义：SoftCritical 

放弃使用系统自带的互斥机制，而使用软件形式的互斥机制。 
系统自带的互斥机制，在卡线程时，cpu 消耗为 0，软件形式的互斥机制则会让工作核心满负荷，软件机制通过不

停检查状态机实现卡线程。 
软件互斥机制只用于构建过程中的调试 

构建定义：ANTI_DEAD_ATOMIC_LOCK 

该定义只在 SoftCritical 被定义以后才有效果，它可以防止死锁，多用于构建并行程序时寻找卡线程位置时使用。如

果我们在构建 ZServer 的通讯接口，比如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物理 IO，则这个开关可以打开用于调试。 

构建定义：ZServer 的默认物理 IO 

因为使用 ZServer 需要指定使用一个物理 IO，而这些物理 IO 可以任意，处于简单和统一性，ZServer 内置了一个

PhysicsIO.pas 库，一旦我们引用它，我们即可使用在 zDefine.inc 定义的物理 IO，这些定义分别如下： 
 PhysicsIO_On_ICS：PhysicsIO.pas 库默认使用 ICS 作为物理 IO 
 PhysicsIO_On_CrossSocket：PhysicsIO.pas 库默认使用 CrossSocket 作为物理 IO 
 PhysicsIO_On_DIOCP：PhysicsIO.pas 库默认使用 DIOCP 作为物理 IO 
 PhysicsIO_On_Indy：PhysicsIO.pas 库默认使用 Indy 作为物理 IO，在 Delphi 构建手机平台时，PhysicsIO.pas 库会

默认使用 Indy 作为物理 IO 
 PhysicsIO_On_Synapse：PhysicsIO.pas 库默认使用 Synapse 作为物理 IO，在 fpc 中，我们不需要在 zDefine.inc 再

做定义，PhysicsIO.pas 默认使用 Synapse 作为物理 IO 
 

构建定义：initializationStatus 

app 通过 IDE->Debug 启动后，该定义会提示初始化状态，只有提示作用。 
这些状态信息包括如下： 
 ZAI 的 In-Build 数据库提示 
 ZAI 成功激活状态提示 
 MemoryRaster 的光栅字体初始化状态 
 GBK 初始化的状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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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汉字检测器建模指南 

 

字体数据源准备工作 

 
从下列网站耐心收集需要检测的中文字体 
http://www.ziticq.com/ 
http://www.tuyiyi.com/t-7913-1.html 
http://www.cyhd.net/html/2015/fonts_0128/264.html 
http://www.cyhd.net/html/2014/fonts_0815/19.html 
http://www.zhaozi.cn/ 
 
 

中文语料数据准备工作 

通过搜索引擎寻找“中文语料库”关键字，耐心提取 
zChinese 项目内置了 600 万中文短句和词汇库通过 git 即可下载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Chinese 
 
 

硬件准备工作 

建议 CPU 朝向 intel I9 或则同等级的 AMD，8 核心以上 
内存最少 64G 
GPU 建议 tesla 系列 24G 显存或则 titan RTX 24G，双卡 nvlink 上 p2p 配置是最佳组合 
 
 
  

http://www.ziticq.com/
http://www.tuyiyi.com/t-7913-1.html
http://www.cyhd.net/html/2015/fonts_0128/264.html
http://www.cyhd.net/html/2014/fonts_0815/19.html
http://www.zhaozi.cn/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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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zFont 字体训练自然场景文字检测器模型 

先将外部字体都准备好，安装到操作系统中 
通过重启 FMX_FontBuild.exe，然后搜索安装的字体名可以确定该字体是否有效 
选择字体后，会看见预览 

 

将需要构建的目标字体勾上，点”Build font”，会启动并行化的构建程序 
参数说明 
Size：字符尺度参数，建议 56 以上，不要太小 
Anti aliasing：反锯齿，如果勾选该参数，构建时会将原字符放大 4 倍，做高斯，再缩成 0.25 倍尺度，达到抗锯齿效

果，该参数会非常消耗内存 
BOLD：字符加粗 
ASCII：$2E 到$7E 之间的可见字符，不包含$7F 到$FF 之间的字符 
GBK：包含简繁港三种字体的中文 
FULL：包含日韩含简繁港五种字体的中文 
一般来说，如下图即可 

 
Build Font 的过程时并行化的，在生成过程会看到很多小进程 

 
在 build Font 过程中，构建工具会看到一行线程状态提示，只要不是 0，就表示构建程序正在运行中，耐心等待一

会，几分钟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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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字体构建完成后，在 FMX_FontBuild.exe 的当前目录中，可以找到我们构建的.zFont 光栅库。 

 
打开 Font Dataset Builder 工具对应的语料库，将.zFont 导入进来，完成后 Save 

  
打开 Font Dataset Builder 工具，将我们刚才导入的字体勾上，点预览，确定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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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确，进入下一步，注意红框中的参数，确定无误以后点”Build”，开始生成 
过程会次序若干小时，生成的文件名有要求，需要放下以下位置，便于训练 
LicensedDemo\Binary\OCR_DemoDataset.ImgMat 

 
这时候在 LicensedDemo 中提供了以下两个训练程序，最少要求 10G 显存，如果显存大，根据备注把数据量给高，

开始训练，这两个程序运训需要 30 个小时+足够的 NVME 硬盘空间，前面的步骤：如果样本库太大了，例如 100G，
那么训练 60 个小时也很正常。 
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3L 
OCR_EndToEnd_Detector_Training_6L 
 
检测器出来以后，自己写程序训练分类器，分类器可以 GDCNIC,Metric,GNIC,Resnet54，或则直接使用以下程序训练

分类器 
OCR_EndToEnd_Metric_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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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大规样本的 ImgMat 数据库 

在 zAI_Common.pas 中，TAI_ImageMatrix 代表大规模数据集 
 
通过申明，你会发现 TAI_ImageMatrix 实际上是一个泛型链表 
TAI_ImageMatrix 动态数组链里面的元素则是 TAI_ImageList，TAI_ImageList 这是.imgDataset 的驱动类 
 
换句话说，TAI_ImageMatrix 是一个.imgDataset 数据集仓库，在 zAI 中，这是以大规模存储为目标而编写的。 
 
动手提炼.imgDataset，通过 demo，AISetFormatExtract，我们可以了解到手动提炼过程的来龙去脉 
 
当我们提炼完成.imgDataset 后，将 TAI_ImageList 以元素方式添加到 TAI_ImageMatrix 即完成大规模数据库。 
 
TAI_ImageList.create 
TAI_ImageList 的提炼过程程序 
完成 TAI_ImageList 后 TAI_ImageMatrix.add(TAI_ImageList) 
TAI_ImageMatrix. LargeScale_SaveToFile(….) 
 
通过阅读 Demo 和分析申明头，只要弄清楚数据结构，制作会很容易。更多的难点是结合图像方便的概念来编程。 
 
针对特大 TAI_ImageList 模型的说明：在使用 LargeScale_SaveToFile 方法时，TAI_ImageList 会使用 4 倍存储 size 的临

时内存开销，简单来说，TAI_ImageList 如果使用了 2G 内存，在使用 LargeScale_SaveToFile 时，临时内存开销需要

8G，用完即刻被释放。TAI_ImageMatrix 并不会对单一而又巨大的 TAI_ImageList 进行 LargeScale 处理，对于大批小

尺寸的 TAI_ImageList 才有 LargeScale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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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识别口罩类型和品牌的模型 

 
本来我想做一个这类模型,近日忙于文档,再加上制作检测器,度量化分类都很简单,就留给用户自己搞定吧.如果

第一次接触 ZAI 就 2 天吧,之前接触过 ZAI,2 个小时内搞定建模. 
 
口罩品牌类型这类模型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作检测器,第二部是制作分类器 

 
 先取得样本,任意搜索引擎,搜口罩关键字的图片 

  
 把图片下载到本地硬盘,做到 200 张左右. 
 将口罩导入到建模工具用框框标注,如果口罩与口罩发生重叠,不用担心,ZAI 检测器可以训练重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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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的不要给分类了,这里是 no label define 就可以了,如果给了分类,检测器的训练在拟合时需要很多时间,并且 od
的对象分类准确性远不如 resnet.我们直接在下一步解决口罩分类 

 

使用 od 训练,参数设置,参考建模 dnn-od 的建模文档和 demo. 
如果有 200 张口罩样本图,注意下面的 2 个参数 
num_crops=100 
iterations_without_progress_threshold=5000 
主要根据自己显存配置来,写完参数,点 run training. 

  
200 张图不出意外,20 分钟可以训练完成.参数写错,训练 1 天也很正常.多看文档. 
当检测器训练完成过后,参考 dnn-od 的建模文档来,自行测试检测结果调节参数反复尝试. 
待结果符合预期后,开始做口罩品牌分类,继续往下看 
 
  



 
 

201 

我们直接在 od 的数据基础上,做分类给度量化网络即可. 
这一步可以选择性忽略:做尺度统一化,用 150*150 尺度,弹对话框时,点 yes 

 
我们在建模工具根据口罩的品牌类型标注它们,注意分类正确性 

 
待标注完成后,开始做度量化训练, 
200 样本的超参数设置,失效步数,可以给大点,比如 5000,参考文档来. 
写完后,点 Run Training. 

  
不出意外,200 口罩样本,1 分钟内可以完成训练. 
注意看 loss 值,训练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情,不太清楚这些操作方法,就去看文档+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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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图象语义分割建模指南 

 

概述 

 图像语义分割在大数据提炼(大规模标注，大规模采集)，视觉(图像和视频)合成(换脸，换背景)，自动驾驶，等

等领域，应用非常之多。 
 zAI 的图像语义分割使用的 DNN 框架是 cuda，第一次发行是在 1.20 的版本，版本详情请参看 1.20 更新日志。 
 zAI 的图像语义分割使用了两种数据结构，分别是带有包围+塌陷的几何描述数据，以及使用颜色蒙版作为区分

的位图数据，这两种数据结构在 zAI 中均有完整的技术支持体系，整个体系无任何水分，稍作提炼即可应用(zAI 针
对语义分割同步提供了用于提炼的技术体系)。 
 图像语义分割从 DNN+视觉体系的设计来说，相比对象检测和图像分类器，更接近真实人类视觉，它有替代对

象检测和图像分类的性质，图像语义分割的数据提炼和建模工作也相对更加专业和繁琐，对 GPU 的性能要求也更上

层楼。 
 

准备工作 

 图像语义分割系统只存在于 zAI 1.20 或则后续的版本中，在早期版本是不存在的 
 zAI 1.20 最低要求使用 nvidia cuda 10.1 update 1 并且需要与它对应的 cudnn。Cuda 需求文档请参考 第一次接触

ZAI 需要的准备工作.pdf 
 对于硬件的要求，图像语义分割即使 100 张图片的分割，也会是小型超算规模的需求。诸如要求：使用 Titian
级的深度学习卡，并且应该做好搭建NVLINK桥的准备(上NVLINK桥的GPU设备目前最性价比最优屌丝卡是 Titian RTX，
NV 官方指定 JD 购买，16999 一张，确定是只能桥 2 张卡，如果 3 张卡，需要考虑 NV 的 P,V 系列)。 
 使用小型超算系统，纯粹运行建模程序，不包括人为干扰，目前深度学习行业的图像语义分割平均建模运算时

间为 2-4 周，语义分割需要的样本规模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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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几何标注的图像语义分割建模 

首先，我们往建模工具导入一批需要用于分割的图片样本，这里我是以飞机样本为例 

 

然后切换至 polygon 多边形建模工具 
在红框中，有一个 Polygon tool 的透明小窗口 
Surround，多边形包围描述，这是描述图像外形轮廓的多边形 
Collapses，多边形塌陷描述区，这是描述在包围区内被掏空的外形 

 

附图解释：包围是轮胎的外部轮廓，轮胎的内部轮廓就是塌陷，这是被掏空的部分，zAI 的光栅系统会自动根据这

两种几何特性，产生可以输入到语义分割网络去学习的图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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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飞机几乎没有塌陷的内容，都是轮廓，我们使用几何包围方式即可描述完成飞机外形 

 
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的飞机图像会有塌陷的部分，诸如下图 

 

我们通过 Geometry Label 工具可以立即查看到通过几何方式描述出的飞机外形图像 
Geometry Label 不应该随时打开，因为内部程序会频繁的投影和刷新，会让建模速度变慢，正常情况下，当我们需

要做几何标注时再去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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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 Segmentation tool 中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通过包围+描述完成的飞机外观，这是由几何数据转换而出的

是像素分割数据，相比 Geometry Label 的图像，这里的图形更抽象 
在 Segmentation tool 中，几何描述数据是以投影方式生成的像素蒙版，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是指蒙版的数据来源，这些含有红色的

geometry source 的蒙版数据无法通过 X 按钮删除，即使删除，然后刷新，它还会再次出现，只能回到 Geometry Label 或则主视口才能

真正的删除。 

 
在我们以几何方式勾画图像的过程中，不必十分精细，高频率点鼠标会让手很累，我们只需要勾出大致轮廓，然后

通过点，线，方式去修改即可。当鼠标移动到点和线附近，可以自动拾取就近的点和线，直接修改即可完成几何轮

廓描述。 

  

按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再次使用 Geometry Label 工具来查看我们刚才描绘的这架飞机 
zAI 在 1.20 版本新增的自动化显存回收机制，只要焦点离开主视口，在主视口就会看不到任何图像，只会看见红框中这几个字，待我们把焦点切回主视

口后，才能看到图像。显存回收机制在应付数千张图片时，会自动把不可见图片占用的显存给清理掉，当我们离开主视口后，系统会自动进入显存回

收的工作模式。这正是显示红框文字的原因。 

如果你觉得这样干有点影响自己的建模工作，可以以授权方式，找作者索要建模工具链的源码去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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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的修改编辑技巧，10 分钟以后，我们完成了总共 6 架飞机的几何标注 

 
 
打开 geometry label 工具，新建一个飞机标签 

 
将 NoDefine 中的飞机拖放至飞机标签上即可，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的菜单来修改我们选中的飞机标签成

我们指定的标签 

 
标注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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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分割蒙版的来查看我们的工作成果 

 
剩下的就是训练模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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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几何标注 

切换至 polygon 编辑器,使用 Scientific automation polygon 

 
拉框,框住飞机,自动标注完成,自动标注对于特写镜头且目标显著性突出可以得到比较好自动标注.接下来 

 

在几何标签编辑器给出标签 

 

在分割蒙版工具中,点击 rebuild geometry segmentation,飞机的分割样本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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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像素蒙版的图像语义建模 

像素蒙版和几何标注的差异在于：像素蒙版用纯色表示平面物体，几何标注用几何(包围+塌陷)表示平面物体。 
 在机器视觉领域，图像语义分割都使用像素蒙版来输入数据，既：输入的数据都是一种纯色图像。因此，像素

蒙版在 ZAI 中被定义成为一种接口其它数据样本的中间格式，比如，我们使用各种三方已经训练好的模型作为语义

内容来做提炼，最后得到我们需要的“纯色标注蒙版”，一旦我们得到了“纯色标注蒙版”，zAI 的导入和标注就会

变得非常简单。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 Photoshop 这类工具来制作纯色标注，但是，它的工作效率远不如几何标注来的有效(几
何标注在 1-2 分钟内即可标注完成一架飞机，使用 Photoshop，即使专业美工至少也要 10 分钟以上)，但是使用

Photoshop 的标注方式，扔然不失是一种全手工数据样本制作方法。 
 

基于 VOC2012 开放数据集制作样本 

首先我们导入一批 voc2012 的 image 到 z_ai_model，并且，确保从主视口能观察到结果 

 
Voc2012 数据集有数十万张图片，全部导入会导致内存+显存爆炸，随意抽样导入一批即可。本文只导入了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打开红框中的分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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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没有纯色标注蒙版，我们会到这些图片后面全是=combine(null)的说明 

 
然后我们开始导入像素分割蒙版，下图被红框框住的都是导入接口，+号表示只导入分割蒙版到条目，按钮”Import 
segmentation mask files”表示按文件名自动匹配的大规模导入 

 
我们使用+号，开始导入一张和飞机对应纯色分割蒙版，就是我选中的这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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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弹窗，Match formula(文件自动匹配规则)，这在我们使用+号导入文件时是不可编辑的，它

是用于自动化匹配大批量纯色分割蒙版文件名用的。 
我们只需要注意箭头指向的红框内容，ignore color，它的含义是无用的分割色 

 

现在，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直接 OK 开始导入 
现在，我们能看到 3 个分割颜色的蒙版 
1，是飞机和人类的轮廓 
2，是飞机的分割 
3，是人类的分割 
对 zAI 来说，轮廓是无用的分割色，因为 zAI 在做 input 处理前，会自动生成对象轮廓，避免 DNN 跑去无节制学习

对象周围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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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确定无用的分割色？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分割的图片导入到主视口中，然后将鼠标移动到轮廓色带上 

 
在图片上方，在分辨率后面，会有一个像素信息，其中，FFE0E0C0 就是包围带的颜色 

 
当确定了 FFE0E0C0 以后，我们可以直接用 del 键删除图片，然后再次导入 
在 Igore color 后面输入 FFE0E0C0，然后，可以在下面看到黄色的 FFE0E0C0 解码效果,点 OK 

 
这时我们就成功导入了飞机和人类的分割蒙版 

 
两个 X 的说明，在红框中的两个 X 
飞机上的 X 表示颜色定位坐标，在使用 Photoshop 纯人工制作颜色分割蒙版才会用到，如果导入的是已经制作好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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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分割蒙版，这个坐标是自动化计算的，不用管它。 
右上角白框内的 X 表示删除，如果我们觉得这张颜色分割蒙版不对，点下就删除了 

 
 
现在，让我们来做分割标签 
在 segmentation mask tool 中，Image tool.表示按颜色分割图像工具，旁边的 label editor.则是标签工具了 

 
我们切换至 Label editor. 
我们会看到和 Geometry Label 工具类似的图像，我们现在开始定义两个标签：飞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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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一张飞机的和人类分割数据样本就算制作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导入一大批分割样本 

 

这时，在 label editor 中的分割内容数以百计，如何有效的加以分类，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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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editor 对付大规模数据集的分类方法 
先建好我们的分类，人类+动物 

 

然后通过右键弹出菜单，直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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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办法是配置 2 台 5K 的显示器，将两个屏幕相连，通过拖拽来进行分类，这是最高效的 label edtior 使用方式 

 

 
说明：当.aI_set 的样本中存在颜色分割数据，我们在主视口看到的图像会有明显的灰色感，这和我们在 segmentation 
tool 中的看到的灰色是一致的，在主视口中，颜色分割是以蒙版的方式画上去的。总之养成一种视觉感受习惯，只

要是不正常变灰的就是颜色分割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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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hotoshop 制作样本 

先把图片导入到主视口 

 

然后使用 photoshop 打开同名文件，使用魔棒，套索这类工具制作好蚂蚁线，这一过程等同于高精度抠图，需要细

心，耐心，技术，需要专业美工才能制作。如果缺乏这类技术加点，选择使用几何标注来建模即可，这是 zAI 针对

小白程序量身设计的制作工艺。 

 
在新图层中按蚂蚁颜色填充纯色，这一步注意要消除锯齿 

 
Ps 编辑完成后，导出成.bmp,.png 这类无走样像素格式的文件，再导入进来 
这就算完成这个纯色分割样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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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标注与像素蒙版的相互搭配 

 几何标注倾向于所见即所得，随手画标注，轻松的制作分割色彩标注。几何标注是先绘制几何体，然后 zAI 再
将几何转换成像素蒙版，转换过程是自动化瞬间完成的。 
 像素蒙版更倾向于提炼从现有的数据集，以及自动标注。 
 
 zAI 图像语义分割输入的数据都是像素蒙版。即使使用几何标注，最后都是转换成像素蒙版后再 input DNN。 
 

真正的大规模样本制作 

真正的大规模样本会到达 nTB 的数据体量，单单使用 z_ai_model 是不行的，必须将数据系统以 imgMatrix 方式

来保存。而制作 imgMatrix，需要依靠编程，imgMatrix的支持都在 zAI_Common库中，z_ai_model制作的是一个.ai_set，
导出来后是.imgDataset，而 imgMatrix 则是一个无限制的.imgDataset 的大合集，它可以使用 LargeScale 技术来驱动

零散的.imgDataset 建模。 
一句话总结大规模建模：依靠编程生成.imgMat 数据库，别无他法，这一步没有自动化工具。具体实现技术和

demo，可以通过邮件或则 qq 留言找作者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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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与视频解码 

 
2019 年的标准摄像头配置都是 2k 以上的标准分辨率,并且非常便宜,码率会根据场景而定,运动目标很多,8M 以

上码率,普通场景 2-4M 码率.1M 是 2016 以前使用的监控码率. 
 
一般来说,当视频播放达到 4 路以上,cpu 就会感觉不太够用,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gpu 来支持.而 GPU 支持,并不会

100%的成功解码,尤其对一些非标准的 h.264,x264 视频编码,gpu 可能会遇上 441,442,424 这类光栅排列不够标准化,
而发生解码错误.在实际使用 gpu 解码视频时,这经常发生.而这就是 TFFMPEG_Reader 的特殊之处. 

另一方面,视频也代表了大规模的数据图片,有效利用视频的图片资源,是一种现代化的 AI 建模手段.整个 Z-AI 引
擎在设计之初视频支持是核心功能之一. 
 
下面我们来看看 Z-AI 内置的 ffmpeg 支持的 gpu 是怎样工作. 

文件 mp4,mkv 文件,rtsp,rtmp,http,https,hls 等等协议的视频支持,在 Z-AI 引擎和 demo 中都使用 TFFMPEG_Reader
来驱动解码,它会将视频帧以最优性能解码成 TMemoryRaster 格式. 

何谓最优性能? 
TFFMPEG_Reader 对于 gpu 的支持比较特殊,因为 gpu 即使成功驱动了解码器,也不一定可以成功解码,所以在

TFFMPEG_Reader 内置了一种探测性质的解码方式,当 gpu 解码器遇到问题时(时有发生),就会自动切成 cpu 解码,当
cpu 解码也出现问题,它才会返回错误. 

我们可以自行通过阅读 TFFMPEG_Reader 的实例来了解 reader 解码过程工作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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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_AI_Model 制作合成样本 

 
我们先打开 Z_AI_Model 工具 

 
合成前提:合成的数据源必须是带有分割数据的样本,可以是几何分割样本也可以是语义分割样本. 
我们可以导入一批带有分割数据的样本,也可以自己制作分割样本 
下图中的鸵鸟是带有分割数据的,周围有红线的就是分割数据,这些分割数据有两大分类:几何红线的分割数据,像素

语义红线的分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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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投影的操作方式来将鸵鸟合成到旁边的草原上去 
 
在分割标注的鸵鸟身上用鼠标右键菜单,设置 Projection Source 

 
这时我会看到一个投影预览窗口,鸵鸟在左边 
如果鸵鸟没有被标注,我们不会看到预览窗 

 
然后用鼠标右键弹出菜单,设置投影的目标图片 
在 Z_AI_Model 中,鼠标右键原地点击是弹出菜单,按鼠标右键四处可以拖动场景 
在设置了 Projection source 后,不可以用鼠标左键,按下左键 Projection Source 会被清空只能使用右键来拖动场景,设置

投影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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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预览窗会看到投影图示,这时候我们可以在红框中通过框选来设置投影目标的位置和大小.旁边有很多卷积,
光场参数,后面会一一讲解 

 

红框中的预览按钮可以方便查看合成效果 

 

当我们的发现效果不好可以反复调节和预览,完成后使用 Synthesis Now,直接合成到目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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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目标图片的合成也就完成:一个带有鸵鸟的草原假样本. 

 
边缘细节非常细腻,可以以假乱真 

 
 合成样本使用的核心算法是在 ZAI 计算引擎中实现的. 
 合成算法的中心思路是计算光场,当两张图片内容相似,即光场相似,这时候我们就做可以合成操作. 
 合成与 alpha blend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合成会混合光场,重构图片,alpha blend 是贴图混合. 
 在拍摄电影时,使用的幕布+后台特效就是一种合成. 
 深度了解合成应用和以及它的工作思路,光场的概念,场景相似性要求,请阅读我给出的摄影计算学的教学课本文

档. 
 样本合成可以大规模应用于建模难,样本少的需求,样本合成是使用模拟技术来制作样本. 
 换脸,换衣服,就是一种合成技术,这是使用模型的方式,自动化帮助我们完成合成工作. 
 授权用户请通过源代码自行了解 Z_AI_Model 的合成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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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图像分割的技术方案 

 
 Z-AI 的图像分割有大类,分别是形态分割,图像语义分割. 

形态学分割是基于传统机器视觉的图像分割,我们所看到的类似 OCR 文本检测,行分割,字分割,都是用的传统的

形态学分割技术. 
图像语义分割是近年来新兴的分割技术,当形态学分割不好解决问题时,诸如,图像噪音太大,需要高度的分割普

适性,需要精确的分割质量,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了. 
 
在分割技术体系的选择时,能用传统分割解决问题,尽量用这种方式,高效直观. 
传统分割技术解决不了时,通过建模,用语义分割模型. 

关于 ZAI 内置 OCR 引擎的语言模型 

 
 

ZAI 内置 OCR 引擎的语言模型是在 Win7 下构建的,Win7 没有勒索软件保护,所以”我的文档”是随便操作的,而
Win10 需要放开权限才可以在”我的文档”中对文件进行写操作. 

 
故此,我在发布了 1.3 安装程序以后,特别做了一个改动: 
在 OCR 的 API 做 PrepareOCRLanguageModel 操作时,不会在”我的文档”中写入语言模型,而是在.exe 的同目录下写

入语言模型.这样做,可以让使用 ocr 功能的 app,更加兼容 win10. 
 
我在 1.3 之后,又做了一个安装包,下载地址不变,请大家重新下载一下 1.3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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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技术入手指南 

 

设备选购 

1， 如果我们对实时性有很高要求（0.1s），选购环节，应该定位于多路采集卡+hdmi 高清线+摄像头路线。这条

路线，我推荐的设备搭配为：美乐威采集卡+高清线+小蚁或则狗头，美乐威的采集卡相对 blackmagic 是更

便宜的高端，同样提供了接口到 c++的 sdk，hdmi 高清线需要购买摄像头*2 的数量，因为我在实际使用过

程发现高清线非常娇嫩，放地上稍微不注意踩一脚，或则接口稍微弯曲一下，就会断掉，至于摄制端小蚁

和狗头可以通过 3d 打印自己做摄制机架，现在一般都是 4k+30fps 起，1080p+60fps 这类指标，弄不来硬件

就去多问网店。这类搭配，美乐威 4 路的 4k 卡会卖 10000 上下，因为 4k 视频的编码芯片还是非常高端的。

一般来说，1 张 4 路卡+10 跟高清线+4 个头+3d 打印的摄制架，大概花销在 2 万出头，到 3 万也很正常。 
2，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是那么高，可以接受 0.5-1.0s 的延迟，这时候可以选择网络摄像头，一般来说，网络

摄像头分为红外支持+独立电源+wifi，红外支持+poe 网线形式电源两种，这些摄像头都可以支持 rtsp 协议

（rtsp 就是只有一路码流的视频）。购买摄像头以前，一定要问清楚网店：摄像头怎么供电，rtsp 视频支持

度怎么样，24h 监控稳定性，有畸变怎么处理，这些基本的东西一定问清楚。网络摄像头的优点是非常便

宜，缺点是帧率都不高，一般是 30fps 以下，根据自己的目标场景而定，如果目标场景是运动，比如行驶

中的车辆，人群，我们就选择更高的帧率，1000 元也可以买到 60fps 帧率的红外网络摄像头，普通 2k 的红

外摄像头，大概在 500 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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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卡+高清头设备安装指南 

 如果是采集卡+高清头的硬件组合，应该是拿到就可以用，安装采集卡时，应该注意散热问题，因为多路的 4k
视频的光栅计算是非常容易发热，注意散热风道，风扇，液冷这类搭配。 

接下来，到官方下载对应的 sdk 和工具，这类东西，都是 c++的。sdk 接口过来不是视频，都是一帧一帧的光栅，

光栅数据可以通过 delphi -> c++ -> SDK，来获取 
MemoryRaster.pas 库提供了强大的光栅支持系统，AI，CUDA，FFMPEG 等等支持，都是基于 MemoryRaster.pas

库提供的光栅地基在计算，接口到 Delphi 只需要接口 MemoryRaster 的数据结构就可以了 
在光栅上画内容，是 zDrawEngine 最擅长干的事情。 

 把光栅编码成视频来处理，是 ffmpeg+cuda 最擅长干的事情。 
 识别光栅的内容，比如人脸，车牌，行人，那是 ZAI 最擅长干的事情。 
 

下图是前几年我用的 8 路狗头+2 张 blackmagic 卡，总共花费了 32000，安装采集卡一定要注意散热风道，长期

工作发热量非常大。 

 
采集卡+高清头的优点是同步，实时性低于 0.1s 
应用级开发可以做 VR，实时会议，实时交互，各种识别，比如卡口，车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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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摄像头安装指南 

 网络摄像头，必须购买支持 RTSP/RTMP 协议的设备。 
摄像头如果用 Wifi 网络，会频发断线问题，我们做应用软件时需要实现自动断线重连功能。RTSP/RTMP 自动化

断线重连，我已经在 FFMPEG 库内置了自动化心跳检测，重连推流协议。无需操心。 
电源系统，网络摄像头一般都是 poe 独立供电模块，也有 dc 供电模块，购买时候根据说明书安装即可。记住

一点，没经验时，问清楚再下单。 
我用的网络摄像头是海康威视红外头(型号：DS-2CD3T56WD)，使用前，需要用官方提供的工具先初始化，设置

ip 地址，激活，设置密码之类。如下图 

，我想，别的网路摄像头都会类似吧 

这台设备是 ZAI 客户友情赞助的，我从拿到设备到开始动手解决视频方案，总共躺坑接近一个月。下面是我的

应用经验： 
首先，下单收货以后，别忙完成交易，先搭建好环境，跑几个小时来验证稳定性。 
VLC长期播放不一定会稳定，不确定 vlc断线重连的支持度，建议使用内置的 ffmpeg Encoder Tool进行稳定测试，

如果发现问题，即时退单，换一下厂商。 
在 video soruce 填写好 rtsp 的地址，encode to .h264 是编码格式输出，如果不填写，encoder tool 只播放不做输

出，可以用于长时间稳定性测试。如果协议是 RTMP 一般是带有音频流，主视频流，子视频流，自定义数据流等等

数据，FFMPEG Encoder Tool 会先过滤掉所有的非视频流，然后选择优先级最高的一个码流，既主视频流。该工具不

会有声音，只有视频。该工具使用 ZAI 内置的视频支持系统，长期播放，不会有内存泄漏。 

 

因为我经过实际测试，每隔 3-5 小时，摄制端系统会宕机一下，然后自动重启，卡顿十几秒，具体原因不详。

或许，你在购买摄制端时，可以选择海康威视之外的品牌，或则别的型号试试，当然，你也可以入我的 DS-2CD3T56WD
坑，感同身受我的工作氛围。 

FFMPEG Encoder Tool 在我的开源项目中，都会是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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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uvid 的 Cuda 视频支持详解 

个人视频播放支持，一般是 CPU，因为单独视频的负载都没那么大，顶多跑到 20%的 cpu 开销。如果是视频推

流，就会需要播放+编码，这时候，cpu 的开销就会达到 40%。多推两个，资源用光了。如果做类似，识别，应用的

项目，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cuvid 加速。 
很多东西，由于我们不了解，往往都是看上去很美，实际接触才是坑多多。cuvid 也是这样。 
Cuvid 是一个独立的 sdk 模块，安装完成 cuda sdk 以后，它会自动生效。 
FFMPEG 是一个对各种编码器，解码器操作的集合框架，cuvid 在 ffmpeg 中就是一堆编码器和解码器。FFMPEG

在构建分发版本时处于兼容性考虑，不会默认来使用 cuvid，都是 cpu 编码解码，对于个人用户播放一点视频，那

是没问题的，对于项目型 FFMPEG 需求，用 cpu 是不够的，得上 gpu，而我们上 gpu，就是非常规用法（ffmpeg 官

方 demo 方案之外，更接近 nvidia 给出的 cuda demo）。 
Nvidia 的 cuvid 是用 nvcc 构建而出的异构 gpu 机器码，再链接到应用中，既 ffmpeg+cuvid。我们在使用 ffmpeg

的 gpu 加速时，本质上是受 cuda 限制的，包括多路视频的编码指标，解码指标，等等，这些指标，只能从 cuda sdk
提供的文档去查找。在多数情况，每一代 GPU 都有各自的尖端架构代号，在 nvcc 中，以 sm2,sm3,sm4 这种命名开

关来构建，要取得最佳的视频编码解码效率，一般是最新的显卡，或则学习卡。假如你的显卡架构是 sm5.0，而 cuda
的指定构建架构是 sm7.5（titan RTX），这样是不行的，除非 cuda 构建时指定 sm5.0。 
 ffmpeg+cuvid 支持的最重要指标是：HEVC(h265)，H264，只有当视频解码器，编码器是这两个东西才能用到 cuvid，
因为 cuvid 目前只支持这两个编码解码器。如果视频内置的编码器不是这两个东西，cuda 就不能干活，这时候就是

用 cpu 来老牛拉车。 
FFMPEG Encoder Tool 以.h264 标准作为交换格式，其实就是因为以上原因。 
 
当我们安装完成 cuda sdk+FFMPG SDK+MemoryRaster.pas 以后，所有的 Decoder+Encoder，都会自动切换成 cuvid

支持状态，编码 4k 视频，cpu 消耗一般都是 0。而 gpu 的消耗一般都是拉满的。另一方面，如果本地硬件不支持 cuda，
视频支持系统会自动切换成 cpu 模式。 

当我们从摄制端捕获 rtsp 到本地时，中间会解码，而解码这一步，都是 cuvid。cuda 对于多路视频解码的硬件

性能支持提升会感觉非常明显（10 倍以上）。 
当我们 Encoder to .H264 时，默认也是用 cuvid 内置的编码器，我们从 rtsp 解码一贞到光栅，然后再用 zDrawEngine

来画标注，弄弄图形+视觉，然后再用 cuda 编码，这一整个过程，用 cpu 会非常慢：我做到的单路视频重构极限是

50fps 左右，用 cuda 支持系统，我做到的单独视频重构极限可以到 700fps。 
由于 cuda 硬件架构的关系，cuvid 的 decoder+encoder 是有限制的，不能无穷开。具体参数需要参考 nvidia 提

出的 gpu 架构手册。 
 
目前，好消息是 ffmpeg+cuvid 的支持我已经做到了傻瓜化+兼容化。拿着直接用，底层硬件最优化调整会自动

解决。 
 
总结：现代化视频流的处理就是用 c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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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处理中使用光栅 IO 分流 

ffmpeg 在处理 rtsp/rtmp 协议时都会有一个积压缓冲区，假如我们的 ffmpeg 如果没有即时 readFrame，那么视

频流数据会一直存在于积压缓冲区，缓冲区大了以后就会发生崩溃。这时候，我们需要保证 readFrame 一直在实时

的进行着。我们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光栅 IO； 
光栅 IO=Rastermization Input Output 

  
 光栅 IO 分流是对视频的像素光栅处理专用一个线程池，并且以队列输出输入。核心原理如下 

 输入视频光栅：input->1,2,3,4,5 
 1,2,3,4,5,会依次进入光栅 IO 分流的线程池，绝不卡顿 input 
 开始在后台处理光栅，处理先后顺序不会 1,2,3,4,5 
 处理完成，输出队列：output->1,2,3,4,5 

 
 以上处理机制，是无卡顿的流程，这在视频处理中，是非常重要的机制，因为视频一旦发现处理速度，跟不上

流速度，会造成数据流积压，这时候如果我们不做跳帧处理，轻则发生大规模内存使用，重则发生崩溃。 
 具体支持细节我们参考 memoryRaster.pas 库中的 RasterizationIOProcessor，这是一个通用框架，并不局限于视

频，甚至可以用于图片批处理。如下图 

 

另一个是 Demo，这是由服务端+客户端组成，客户端会解码 mp4 文件视频，重构视频，推流视频，服务器端会一

次重新解码推流过来的视频。使用的硬件加速技术是 cuda。 
特别说明：我工作用的开发构建系统都是 windows7，分发时可以切换到 windows10，简单来说，我在分发程序时，都会用 win10 重新构建一次。因为微软停止了 win7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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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Text Detector 算法详解 

 

什么是 Text Detector 

 文本检测器，顾名思义，用于发现，分割，图片中的文字。只有当我们成功分割好了文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分割结果识别：图像相似性识别，以及，字字之间的正确性处理：通过语料数据库（zChiense），通过 LSTM+语料库

等等。  
 文本检测器，目前有两种方向 

1， 光学符号文本检测：这就是我们看到 Raster_DocumentTextDetector 库提供的支持，后面我会详细介绍

它的工作原理。 
2， 自然场景文本检测：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对象检测器+像素分割的组合技术，简称 OD+SS，在已训练好的

模型基础上，遍历全图，找出文本框，多边形，几何形，顶点，原始分割图等等，方法非常多。时至

2019，目前最易于做中文自然场景文本检测算法，是由华中科技大学白翔团队提出的多种逆卷积检测

法。 
以下是白翔团队 2019 顶会摘录的更新 paper，请自行翻阅 

Z. Liu, X. Zhao, T. Huang, R. Hu, Y. Zhou, X. Bai. TANet: Robust 3D Object Detection from Point Clouds with Triple Attention. AAAI, 2020. (Oral) [code] 

M. Liao, Z. Wan, C. Yao, K. Chen, X. Bai. Real-Time Scene Text Detection with 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 AAAI, 2020. (Oral) [code] 

M. Liao, P. Lyu, M. He, C. Yao, W. Hu, X. Bai. Mask TextSpotter: An End-to-End Trainable Neural Network for Spotting Text with Arbitrary Shapes. IEEE Trans. on PAMI, to appear. [code] 

Z. Zhu, M. Xu, S. Bai, T. Huang, X. Bai. Asymmetric Non-local Neur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ICCV, 2019. [code] 

Z. Zhu, T. Huang, B. Shi, M. Yu, B. Wang, X. Bai. Progressive Pose Attention Transfer for Person Image Generation, CVPR, 2019. (Oral) [code] 

B. Shi, M. Yang, X. Wang, P. Lyu, C. Yao, X. Bai. ASTER: An Attentional Scene Text Recognizer with Flexible Rectification. IEEE Trans. on PAMI, 41(9): 2035-2048, 2019. [code1][code2] 

M. Liao, B. Shi, X. Bai. TextBoxes++: A Single-Shot Oriented Scene Text Detector. IEEE Trans. on Image Proc., 27(8): 3676-3690, 2018. [code] 

B. Shi, X. Bai, C. Yao. An End-to-End Trainable Neural Network for Image-based Sequence Recogn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cene Text Recognition. IEEE Trans. on PAMI , 39(11): 2298-2304, 2017. [music score recognition datasets] 

[code1](Torch) [code2](Pytorch) 

OCR Text Detector 的蝴蝶效应 

因为 ZAI 的授权用户大多都在对我提出文本，文档，短字符，票据等等方向的文本识别需求，所以我用 Pascal 编写了一个现代化

的文本检测->光学文本分割方案。在我编写该方案之前，我对授权用户提供了一个独立文本识别方案：zOCR，这是基于 Tesseract 重构

而出文本识别方案，它需要使用 ZAI 自带的形态学+语义分割作为前置处理，同时需要保证 DPI 达到 200 以上（非模糊图 720p 以上）

才能应用。在 ZAI 中已经内置了 ZOCR 的独立支持。 

后来，用户反应发现识别率不高，且容易出错，这时候，我尝试性的帮助用户去训练自己的文本识别模型，发现 Tesseract 并不适

合自由建模，于是，我才用 Pascal 语言编写现代化的文本检测->光学文本分割方案，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文档。 

  

https://arxiv.org/pdf/1912.05163.pdf
https://github.com/happinesslz/TANet
https://arxiv.org/pdf/1911.08947.pdf
https://github.com/MhLiao/DB
https://arxiv.org/pdf/1908.08207
https://github.com/MhLiao/MaskTextSpotter
http://cloud.eic.hust.edu.cn:8071/UpLoadFiles/Papers/ANNN-ICCV19.pdf
https://github.com/MendelXu/ANN
https://arxiv.org/pdf/1904.03349.pdf
https://github.com/tengteng95/Pose-Transfer
http://cloud.eic.hust.edu.cn:8071/UpLoadFiles/Papers/ASTER_PAMI18.pdf
https://github.com/bgshih/aster
https://github.com/ayumiymk/aster.pytorch
https://arxiv.org/pdf/1801.02765.pdf
https://github.com/MhLiao/TextBoxes_plusplus
http://arxiv.org/pdf/1507.05717v1
http://cloud.eic.hust.edu.cn:8071/UpLoadFiles/dataset/PitchRec_dataset.zip
https://github.com/bgshih/crnn
https://github.com/meijieru/crnn.py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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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 OCR Text Detector 需要 4 个支持模块才做到到 end to end text recognition 

1， 针对不同的场景前置化处理：Morphomatics +  segmantic segmentation，2 选 1 

2， 文本检测与分割：OCR Text Detector，Object Detector，2 选 1 

3， 基于深度学习的光栅分类器：ResNet Metric+ GDCNIC+GNIC+Tesseract，4 选 1 

4， 后置化处理：zChiense 
以上方案组合均能应用，没有什么水分 
 前置处理： 

把白纸黑字的图给抠出来，或则将图片转换成白纸黑字。 
可以选择直接 Morphomatics，作用是降噪，配合 TMorphologySegmentation 也能抠图，如果场景噪音非常复杂，

且不固定，我们可以选择使用语义分割 segmantic segmentation 来做前置处理 
 

 文字检测与分割： 
 OCR Text Detector 要求标准输入必须是白底黑字，当我们前置处理成功以后，这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文本检

测，并且分割出每个字的框体坐标 
 Object Detector 则是针对非常复杂的场景，比如车牌，门牌号，手写便签，集装箱号这类自然场景，Object Detector
需要收集数据集，训练后我们才能使用。Object Detector 同样也能作为文档的检测器使用 
 
 光栅分类器，文字识别： 

 ResNet Metric 在训练一张光栅图片前，会假想式的拆分式重构图片，然后再告诉深度网络，这是同一个目标，这时候拟合计算会

让网络慢慢知道目标的形状，像素构成，与同类图片区别在哪，与不同类类图片区别在哪，最后网络将学会目标图片的特征内容。一

般来说，都是通过 cuda 大量反复服训练，也有用 opencl。ResNet Metric 不光是一个分类器，它还有度量化功能，简单来说，度量化可

以取消掉分类器上限，达到数百万的分类效果，而中英文字和单词，加在一起也不到一万。训练文本的 Resnet metric 我们需要自己编

程实现。 

 GDCNIC 是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的缩写，与 Resnet 不同，它更追求训练的速度，当我们的样本达到上万时，GDCNIC 可

以在 10 分钟训练出结果，它不会像 resnet 那样去反复重构输入图片，而是暴力的直接进行多尺度学习，每个中文字，都可以形成多种

尺度 
 GNIC 是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缩写，这是 LeCun 大师在 90 年代设计的神经网络，专用于用于 OCR

的光栅分类处理，ZAI 内置的 GNIC 使用 cuda 重新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它与前两个分类器不同，它在有很多干扰的情况中，仍然可以正

确分类，前提是我们给它提供怎样的 input 数据，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字检测与分割处理环节。 

 Tesseract 是 90 年代由 HP 领头开发，后续由 Google 负责维护，小规模升级。zOCR 已经内置了重构版本，重构规模不小。如果懒

于自己建模，拿 Tesseract 来解决光栅级识别会是不错的选择 

 

 后置化处理： 

 后置化处理在现代化 OCR 中，一般都和文字检测分割，光栅分类精密结合在一起，在前两步处理中就已经包含了分词候选方式这

些处理了。我们考虑算法时，将后置化作为独立步骤思路可以更清晰。 

 另一方面，后置化也可以多少做一些纠错，诸如我们识别的图片本身就有书写错误，这时候后置化的语料库可以帮助我们去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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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Detector 算法实现流程，与思路详解 

形态学是在格论和拓扑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数学形态学，它的作用的提取视觉形态，是早期，也是现代化 Compute 
Vision 的重要技术领域。 

 
首先我们拿几张图通过试验工具来验证我们的文档内容提取思路 
在 Z-AI 的工具链系统中，我们可以找到用于形态学试验的 Morphology Expression 工具，打开它 

 

选择我们的文档图片，展开像素形态，我们会看到 20+种像素形态，如果不理解像素形态，可以根据标注的

Grayscale,Luminace 这类关键字去搜索它的信号含义，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代码来了解像素形态的信号含义。光栅内核的

像素形态大致有：YIQ，HIS，CMYK，RGB，近似自定义色，一种 5 种像素形态范围，把这 5 种像素形态一一拆开以后就

是我们看见的这 20 种可见的像素形态。这些像素形态可以进行数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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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中的脚本，都来自于光栅系统和形态学 API，Morphology Expression 工具是用于快速验证算法实现的思路实验工

具 ， Morphology Expression 中 的 脚 本 全 都 来 自 MemoryRaster.pas 库 所 提 供 的 API ，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阅 读

MorphologyExpression.pas 库来了解脚本锁对应的具体 API。 
另外，Morphology Expression 可以给出每一次迭代计算的结果值，一目了然。我们要实现强大的算法，必须先要有强

大的支持工具，不过，理论还是需要的。Morphology Expression 只是帮助我们验证我们头脑中的构思的计算方法。 

 
从上图，我们看到，尺度化，取灰度，高斯，拉普拉斯，大律法，分割，通过这几个步骤，我们成功提取出文档中

的分割行。 
现在，我们的算法思路经过论证可行，我们开始用 MemoryRaster.pas 库的 API 来实现上述算法 
思路：先对齐文档，用形态学提取行，然后每行单独提取文字，最后输出各个文字的坐标 
在实际工作中，我定义了很多应用级的数据结构，大环节总共 3 个，这 3 环节我均使用 Morphology Expression 来验

证，然后再串联起来 
下图红框的 pascal 代码就是上图的表达式脚本复现 

 

实现算法中间过程省略，靠各自的理解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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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是我们做好的可以应用的算法库运行结果，蓝色是行分割结果，红色是字分割结果 

 

关于字分割，大致思路都是用表达式验证算法，唯一不同之处是使用了斜线命中率来计数，就是下图，它的

作用是计算出各个的不规则包围盒，斜线命中计数，最后算出 document projection box。 

 
由于忙于做版本，很多字分割以后，会有多个部分组合，这也是字分割的难点，或则说，传统检测技术瓶颈，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根据不同场景，去做不同的分割框抑

制，我们通过 NMS 这种关键字搜索非最大值抑制，这类算法很简单，但是并不通用于所有文字检测。 

这时候，我们任然可以做很多 OCR 组合搭配，我们可以把每行分割出来，然后用 zOCR+Tesseract 识别单独行，我们

可以给 zOCR 输入无噪音图，这样可拥有超好的识别正确率。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每个字抠出来，交给 zAI 的分类器去识别这是哪个汉字。 
 

总结：Text Detector 提供了将识别好的文字坐标逆投影到原始文档的功能，我们根据坐标，可以非常方便的重构出

新的图片，然后再拿去做组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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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一下 Text Detector 对各种文档的分割效果，如果使用 PDF 阅读器，可以放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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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并行程序的安全和性能问题 

Pascal 的并行程序主要是两套工具流来开发 

 
FPC+Lazarus+LCL，也可以是 FPC+CodeTyphon+LCL，根据喜好而定。 
Delphi，内置提供了 TParallel，并且提供了匿名函数作为辅助 
 
现在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些工具流的并行程序做法 
 

FPC+Lazarus+LCL 

目前 freepascal 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案需要安装一个依赖包:multithreadprocslaz 
然后引用 MTProcs 单元  
它的程序范例如下 

 

安全问题：并行套并行，会出现卡死情况。如果做算法，这种问题让人很头疼，你得控制并行开辟的场景，至少要

避免并行里面套并行。 
性能问题：在并行程序中如果发生内存的高频率 alloc,realloc，会发生卡顿，导致多核跑不满，失去并行的意义 
库问题：因为 fpc 本身支持 nested 回调申明，而 MTProcs 并没有直接使用 nested 回调接口，都是 method 类回调，

DoParallel 需要我们给出一个指针，它强制换成 nested 回调，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结论：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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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 

Delphi 官方给出的并行方案需要引用 system.threading 单元 
由于匿名函数的支持，delphi 的并行程序非常人性化 
它的程序范例如下 

 
安全问题：和 FPC 一样，并行套并行，会出现卡死情况。因为 thread pool 原因。 
性能问题：在并行程序中如果发生内存的高频率 alloc,realloc，会发生卡顿，导致多核跑不满，失去并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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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并行程序性能 

由于 delphi与 FPC+Lazarus不提供编译级的内存预分配，导致了分支程序在计算中非常容易发生内存的 alloc,realloc，
该机制会出现锁操作，这是导致 cpu 跑不满的罪魁祸首。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预申明好内存后，再去做并行

计算。 

其次是并行计算目标，我们以 fill 为例 

For i:=1 to 10000*10000 do 
  Buff[i]:=0; 
 
对比 
 
Tparallel.for(1,10000*10000,procedure(pass:Int) 
Begin 
 Buff[i]:=0; 
End); 
 
在这种情况下，for 要比 tparallel 快上 cpu 频率/内存频率的值 
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常识：内存的频率非常低，通过多通道来提速，才能达到 2999,3000,4000 这种高频率，真实的单

通道内存频率在超频情况一般都是 2000 以下，而 cpu 动辄都是 3000,5000 这种睿频，理论上 cpu 频率会比内存快上

2 倍以上。如果是 cpu 是多核工作，速度比内存会拉的更远。 
我们编写程序时，除非有很多 for 分支，且含有大量 cpu 的计算，诸如向量，像素，否则，直接串行即可。 
 

并行程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 

躺过很多并行坑，计算循环峰值经常跑到 400 并发线程，delphi 的 Tparallel 和 fpc 的 DoParallel 会等并行结束，线程

池满，以及并行中等另一个并行中结束，发生这类情况时非常容易出现卡死情况。（最开始我以为我的程序问题，

检查半天！） 
 
另外一个是，并行程序在 ide 很不好调试，delphi 甚至在匿名函数中，出现丢失 debug symbol 的 bug！！ 
处于以上考虑，我在内核库 CoreComputeThread 中提供了一种安全措施，它不会在大规模并行循环中发生卡死，发

生线程池满情况，它会自动将并行调度成串行。当我们以 debug 方式运行程序，它会自动关闭并行，方便调试。而

非 ide 模式，则是并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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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 程序只能基于 FPC 构建，不支持 Delphi 

MPI 官方的标准接口主要是 c++/c，编译器版本不限制 
 
大规模运行 MPI 程序对于调试，错误处理那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对于计算机编程基本功要求偏高。 
 
当我们能用 parallel 解决问题时（cuda,openmp,multi thread），即使花费的运行时间很多，只要可以算出结果，这时

候，我们都应该避免使用 MPI，因为 MPI 的构建复杂度远高于 parallel。另外一方面，x86 的同构体系，运行 MPI 都
是用线程+软件模拟，真正发挥 MPI 能力的只有超级计算机。 
 
Delphi 的目标是以构建应用程序为主，包括，UI，各种工具，各种交互系统，以及后台服务，delphi 非常不擅长干

的事情就是大规模运算，另一方面，delphi 本身捆绑了 fastMM 内存管理单元，以及轻量级 linux 支持，这些综合原

因，导致了做 MPI 程序必须放弃 delphi。 
 
我们来看一下 fpc，MPI 提供的 c 接口绑定，内置操作系统内存管理单元（PB 级），内置了 AVX512，AVX2 支持，-O3
优化选项，天生的 unix+linux 支持。lazarus+fpc 这套工具流用于构建 MPI 程序那是没有问题的。 
 
ZAI，1.3 版本提供了一种假想分割算法，Unmixing-Based Soft Color Segmentation 
由于算法体系本身的关系，移植到 cuda 上的难点太多，目前我们只能使用 cpu 来计算！ 
它需要最小 24 核的 CPU 才能勉强工作，平均计算一张 1080p 的图片需要 2-4 个小时。假如我们要用它计算一部电

影，即使用最贵的 PC，也无法完成工作。这时候，我们需要超算！ 
 
MPI 的具体支持，我会在下一版本中完成，初步定位是 FPC+Unix 方向，Windows+Delphi 是作为模拟运行方式帮助

MPI 编程，修 bug 存在。 
 
以 ZServer 为例：我们可以在 ZServer 开一个调度服务，客户端分支进行分布计算，并且共享计算数据，MPI 计算环

节偏向做成以 fpc 为主的解决方案，我在下一次升级会编写一个 demo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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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几何坐标检测器 

 
几何坐标检测器:Shape Predictor,这是一种基于角点的检测器,在语义分割能够实时性处理之前,它都是一种可以

实时将对象检测分割出来的检测器.并且它不依赖于 GPU. 
 
 坐标预测器可以输出几何形式的序列化坐标系,因为有了几何数据,处理复杂像素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比如 68 点

人脸坐标预测器,用于人脸重新纠正和对齐.同样它也可以用于工业,因为用序列化几何来描述简单轮廓远比语义分割

直接简单. 
 
 在工业自动化中,有很多场景需要对齐,需要知道目标的倾斜角度,轮廓,并且要求实时处理,这时候使用 SP 可以简

单快捷的解决该问题. 
 
 因为 ZAI 的 Demo 提供的 SP 演示都是基于照片对齐的,而我们在实际的 cv 应用中,凡是需要将图像以几何方式识

别输出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SP. 
 
 语义分割要比 SP 复杂一个量级,SS 的作用是识别图像的像素差异后,标注像素轮廓,然后我们再用颜色分割器这

类算法将轮廓提取,然后再做凸包+凹包,或则边缘粘化处理,待转换出几何轮廓,这时再用道格拉斯-普克法将 n 万个几

何坐标减少到 n 百个,这时候才算能用. 
 

语义分割比较万用,可以替代 OD,也可以替代 SP,而现在,语义分割更多的是面向数据科学领域的一种数据提炼方

法.语义分割目前受计算瓶颈限制,即使使用顶级的 GPU,用 10 张图建模,也要数个小时才能完成计算.因为语义分割几

乎是复制了整个人类视觉系统的机器视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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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图像细分类的方法 

 
DNN-OD 
 OD 检测器在 ZAI 有三种,分别是 SVMOD,MarshalOD,DNNOD 
 
resnet 照片分类 
 照片分类是基于 resnet 构建的碎片分类器:在输入图片时,会将图片分解成碎片,然后依次计算每个碎片在 resnet
的拟合度.最后再取平均值返回分类标签. 
 用 Resnet 构建出来的分类器识别自然场景是最理想的.这也是 ZAI 最重要的场景分类方法. 
 
粒度图像细分类 

粒度图像细分类的论文是 cvpr2019 的头等奖,它会先找对象位置,这一步很像 Object Detect,但是它的实现是按

block 来划分,简单来说这一步很类似 TextBox 的反卷积思路,它的方法更粗线条.最后才是做细分类,这一步和 Resnet
是同一种思路.因为整体构建都在一个网络中干完,流程思路非常优美.所以得到了头等奖. 
 
在 ZAI 实现图像细分类 
 细分分类我在这里只说思路,据体细节需要自己去动手实现. 

 第一步,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OD 模型,可以是 SVMOD,MarshalOD,DNNOD 任意一种,构建这类模型前提是需要

样本.ZAI 提供了视频+图片+可编程接口等等方式来提炼样本.如果我们是基于 GPU 这类深度学习方式构建

OD,还需要一个性能不错 GPU 卡. 
 第二步,在 OD 模型上做细分类,是一种构建在 OD 基础上得 Resnet 图片分类模型,它会将 OD 框体的内容提

取出来,用于输入 resnet 分类器去学习,这一步没有现成的工具,需要自己编程解决. 
 第三步,我们使用 OD 先检测,然后再把检测内容跟输入 resnet 得到分类结果.这类结果会出现一张图有多个

OD,然后再做多次 resnet 分类计算. 
 
图像细分类应用 
 可以应用于类似小件商品的拍照识别,因为 OD 只能检测出大致的目标,如果要深入到目标类型,比如珠宝首饰用

OD 可以检测出来,但是要区分它的据体型号,OD 是做不到这么精确的,这时候,就需要使用 OD+resnet 来搭配解决. 
 细分类也可以应用于大规模数据清洗,比如剔除不需要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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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Raster 内存光栅引擎：投影 

 
投影是高级光栅概念，在任何光栅系统中，凡是出现了投影(projection)功能的地方，都或多或少搭配了高级的框架。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传统的低级矩阵变换方式，这是 Graphics32 的 transform 的演示，通过旋转，平移，放大，三

要素，构建了 3*3 对称坐标换算矩阵，通过对称矩阵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来求取坐标系，达到重构图像的目的。 

 
在 MemoryRaster 中没有对称矩阵这种概念，因为作者觉得的使用矩阵转换坐标系太绕，会让很多高级坐标系的代

码看起来太蠢，假如由 4 顶点结构组成的体系 TV2Rect4 使用矩阵来转换坐标系，就会失去它的作用：本身设计

TV2Rect4 坐标系就是用于三角拆分的，在 opengl,vulkan,等等专业绘图体系，原子几何都是三角型，很老的绘图体系，

类似 d2d，是使用矩阵做框坐标系变换，在 dx9 以后而 d2d 所依赖绘图 api，其实都是 d3d，换句话说，d2d 使用矩

阵做框转换，然后再转换成 d3d 的三角，这时候图片才被渲染渲染出来。在手机上，亦然如此，opengles，都是原

子三角型做图片填充，叫做顶点。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明显差异，MemoryRaster 没有使用矩阵，所有矩阵支持旋转，放大，平移，变形，等等变换在这

里均使用 TV2Rect4 坐标系来表达，最后，应用性能，表现能力，等等效果远远超过矩阵坐标系变换，符合正常人

类的直观理解。 
我们通过 Geometry2Dunit 可以查看到 TV2Rect4 的主结构，它非常简单，所有的变换就是修改 4 个顶点的坐标。最

关键的是，使用 TV2Rect4 坐标来描述的图形，有 direct map GPU 的能力，这些都是图形领域的地基，不能有水分。 

 

在 MemoryRaster 中，DrawText 都是投影的图形，换句话说，我们在每画一个字，都会有两个三角形通过投影才被

画出来。 
下图，左边使用了 MemoryRaster 作为软渲染输出 
因为打开的字体影子，所有的文字被画了 2 次，所以我们才看见有很多三角形叠加。其实每一个字，只有两个三角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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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影子捕获后，这样看更加直观 

 
这里我们从投影角度，来理解两个 FMX 接口库对 zDrawEngine 的支持效果 
zDrawEngineInterface_FMX：这个库的重点是在手机上高速绘图支持，使用它需要修改一些 FMX 的内置代码，像打

补丁一样。在手机上，都是 opengles 的绘图接口，因为除了 3d 透视和正交，其它地方如果使用矩阵变换真的太费

了。该接口会直接绕过矩阵变换，直接使用两个三角形来画出一张图片，它的概念，与 MemoryRaster+TV2Rect4 投

影是一致的，因为三角是专业图形 api 的原子结构。而在 windows 平台上并不会使用三角，因为 FMX 在 windows
默认使用 d2d 画图（反锯齿效果好），没必要使用三角结构。 
 
zDrawEngineInterface_SlowFMX：这个库没有使用三角画图片的概念，它构建了一套可以和 FMX 内置的 3x3 矩阵对

齐计算的矩阵，每画一张图前都会重新计算一次矩阵变换。因此，在手机平台的性能下降 30%，pc 硬件因为 cpu 主

频高，无感觉，即使画 10000 张图，也是 60 满帧率。 
 
总结：在 MemoryRaster 中，三角形式的投影无处不在，无处不用。2D 坐标系支持都在 Geometry2Dunit 这个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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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Raster 内存光栅引擎：颜色分割器 

 
 
在 MemoryRaster.pas 库中，TcolorSegmentation 是可编程颜色分割器 
 
下图是原理级 demo，直接对我们使用手画的图片进行颜色分割 
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颜色都被分割成了独立的对象，并且加以标注。我们需要分割怎样的颜色，怎样计算

色差，这些都是可编程的，我们需要自行编程输入数据，分割器只管做数据分析，内置的计算方式都是数据，没有

针对具体颜色去处理的概念，因为具体的颜色处理就是它的可编程管线。 

 
 
在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技术中，它可以对输出和输入的图像进行内容分割，重新构建图像内容。以下图为例，

图像被识别后，会生成了像素分割数据，这时候，TcolorSegmentation 就可以对颜色数据进行分割化处理了。有了

这些分割化数据，我们可以从拔图（大数据挖掘），可以合成重构（泊松混合，变脸，机器视频内容生成这些东西），

可以做呈现（渲染，视觉效果），可以替代 OD 和图片分类器（SS 本身就具有替代 OD 的性质，SS 是参照生物视觉

系统设计的深度学习网络，SS 的建模更加专业和繁琐，请参考 SS 建模指南文档），甚至制作自动驾驶系统中的障碍

物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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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高速推流高画质的漂亮图像 

推流高画质，在监控输出，IOT 输出，手机等移动设备端是常见的需求。这一部分 Demo 由于系统前后依赖太杂，

一直没做。 
 
zAI 内置了 zDrawEngine，它可以直接接口到 FMX 的图形内核中去。并且 zDrawEngine 提供了完整的绘制效果，关键

帧动画，粒子，运动系统，大规模图片，几何图形等等支持。是做漂亮界面的不二之选。使用 zDrawEngine 需要至

少是图形学入门的等级。 
 
下图是使用 zDrawEngine 渲染的麻将牌桌，游戏画质是中等偏上的。因为里面充满各种动画，各种会动的东西。上

千张贴图。zDrawEngine 不光是可以做游戏，它还在 z_ai_model 中被大量应用于大规模样本图的编辑系统。 

 
 
重点：推流高画质图像很简单，直接 zDrawEngine+FMX 的接口即可，直接渲染到窗口，然后使用 OBS 抓窗口推流。

监控点，IOT，手机，这类端，直接拉流播放即可。 
 
在 Pascal 圈的 zDrawEngine 是顶级图形的开发和制作工艺 
 

关于 MemoryRaster 光栅最大支持尺寸 

 
MemoryRaster 对光栅尺寸的描述按 32 位地址来的，它支持的最大尺寸，不能超过 2GB 的地址段。 
 
在默认情况下，构建 MemoryRaster 时，编译器会做 RangeCheck，尺寸如果超过 2GB 地址段，RangeCheck 会报告异

常，通过截取这类异常我们可以知道问题：光栅图片超过额定尺寸。 
 
在大多情况下，Width 和 Height 都不应该过 6 万，如果尺寸超过这个数值，jpeg,png,bmp 等等标准公共格式，都会

出问题。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使用分割技术拼接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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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浮点遭遇整数 

 
假如我们图片的整数尺寸为:128*128 
对应浮点尺度是:1*1 
 
当我们的坐标系是 X:64 Y:64，将它换算浮点尺度 
我们的常规写法：x:64/128,y:64/128 
其实这种写法是错误的，并且非常常见，在 graphics32,fmx,vcl 各种库中都经常遇这类换算方式！ 
 
因为标准库的整数计数，都会将 0 作为起始计数，而在浮点中，没有 0 起始计数的概念 
正确的写法：x:64/(128-1),y:64/(128-1) 
这样计算浮点才能正确映射到准确的内存地址去 
 
图形学的普片开发原则是：看起来没问题，多半没问题。 
其实问题很严重，轻则，就像 zAI 早期版本，画图总有一点走样的感觉，重则，产生 range check 异常，而这类原

因往往又很难查，这是因为换算公式看起来没问题而被忽略导致的。 
 
其实这种错误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机机制的陷进，属于冯洛伊曼陷进。 
 
zAI 在 1.20 完整已经解决了该问题。因此也产生几个很抽象的命名，诸如 
Width=整数机制宽 
Width0=浮点机制宽 
Width0i=讲浮点机制宽转成的整数 

 
 
如果我们使用了浮点尺度，诸如三角，投影，填充，注意区分 0 计数器和浮点换算的陷进 
 
诸如，在 MemoryRaster_Vertex.inc 这类内置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转来转去整数和浮点，它们并不是要故意转来转

去，而是要得到正确的结果，处于区分尺度空间，才有了这种转来转去的代码，全都放在一起，很容易搞乱，变得

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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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DisposeObject 会比 Free 使用频率更高 

 

要说 DisposeObject，必须先说 Interface 这种东西 

Interface 在强类型编程语言中，是接口的意思，通过 Interface，可以实现各种调用的插入功能。同时，Interface
也是一个超级大坑，它非常不易于直接从源码跟踪分析，另外一方便，Interface 有一个 RefCount 引用计数器，置零

时，接口到 Interface 的 class 将被释放。 
 Interface 有了以上两个坑，这是我非常不推荐使用的机制。 

为了避免这种机制，在 CoreClasses 中，直接修改了 Interface 的引用计数，改为任何 class 在构建以后，都必须

手动去释放。 
DisposeObject 的由来就是这样的了 

 

使用 DisposeObject 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 Delphi 是避源的编译工具链，同时 delphi 的 runtime 库自成一派 
 Fpc 基于 Lazarus 提供了高仿 delphi runtime 库的 LCL 框架 
 在 delphi runtime 中 ， LockObject 使 用 Tobject 内 置 的 一 个 变 量 作 为 并 行 线 程 的 锁 变 量 ， 在

Tmonitor.Enter(obj),exit(obj)时，可以高效交换。如果换做 fpc 的 runtime 体系，要实现 Tmoitor.Enter 机制，就很麻烦

了，需要开 Mutex 锁。 
 在 CoreClasses 中为了兼容超级省事的 Tmoitor.Enter 机制，我开辟了原子锁的反查链表，但是随之而来会出现一

个对象被使 free 释放时，原子锁无法同步释放。 
 为了在 fpc 兼容以上机制，DisposeObject 被调用时也会干一件释放原子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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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DrawEngine 中的坐标系 

 
在 TdrawEngine 中，我们总是会看到这类声明 
    procedure DrawBox(r: TDERect; COLOR: TDEColor; LineWidth: TDEFloat); overload; 
    procedure DrawBoxInScene(r: TDERect; COLOR: TDEColor; LineWidth: TDEFloat); overload; 
 

InScene 后缀究竟有什么含义？ 

 In Scene 分开来解释，In=在，Scene 场景，在场景中。这是一种 DrawEngine 自定义的规范坐标系。 
 在我们开发图形程序时，比如 FMX-Canvas 的坐标系是继承关系，当我们在一个 TpaintBox->OnPaint 画图时，x
为 0 坐标计算都是 TpaintBox 的 Left，最后 x 被会层层转换成 d2d,opengl,这些绘图 api 的绝对坐标系。 

InScene 的后缀也相当于是这种继承关系。 
DrawEngine 本身只有两种坐标系，分别 Screen 和 Scene。 
当我们使用 DrawBox 绘图时，坐标计算按 Screen 体系工作，如果使用了 DrawEngine for FMX 接口，Screen 就等

同于 FMX 的控件坐标系. 
当我们使用 DrawBoxInScene 绘图时，坐标系就会按 DrawEngine 内置的 Offset+Scale 两个参量进行换算，重新计

算出一套 Screen 的坐标出来来画图。 
以 FMX 为例，我们在数十万频率的绘制调用过程中，如果去创建数以万计的 Tcontrol 实现坐标系统一化显然很

蠢，也不现实，因为 FMX 是作为 UI 界面使用图形框架，并非专业图形框架。InScene 的作用更偏向解决场景中绘图

的问题，我们不必花心思去构建极易出错的坐标系系统，直接在后面加个 InScene 即可统一化坐标系，并且还具备

剪裁，剪切，优化的功能，如果开发游戏，大规模图片绘制，InScene 体系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 zAI 的建模工具，手机麻将游，手机飞机游，坦克游中，InScene 坐标系被大量应用。 

 
当我们理解了 InScene 的含义后，试想一下，我要在屏幕一千码的范围外画一张图，我们不必再去纠结坐标的来回

转换，在 API 后面加上 InScene 即可，是不是很方便？ 
 
当我们理解了 InScene 的含义以后，再来理解 DrawEngine 中内置的一堆结构体 
TDERect，Trect 的浮点版 
TDEVec，TPoint 的浮点版 
TDE4V，Trect 的浮点版，多了一个转动角度 
TV2Rect4，由 4 个 TPoint 的浮点版组成的 4 顶点框体结构 
Tvec2 等同于 TDEVec 
TrectV2 等同于 TDERect 
这些坐标系，更容易找到来龙去脉，API 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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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DNNOD(MaxMargin-ObjectDetector)建模指南 

DNN-OD 概念 

 DNN-OD 也叫 MaxMargin-ObjectDetector，它是从 ObjectDetector(HOG+silde window)基础上发展而出的 GPU 版本

OD，它对 Object 的检测比 ObjectDetector 更加先进。 
 
 MMOD 可以使用较少图片，达到很好的效果。譬如，OD 建模需要 5000 张样本图片，MMOD 则只用 100 张即

可达到 OD 的效果，因为 MMOD 是基于 GPU 在训练，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做很多内容重构的预处理，诸如图片内容

变形，图片内容受到光线变化影响，这些样干就让 MMOD 具备更强大的检测能力。 
 
 MMOD 可以检测不同的对象并且给出对象标签：当我们在训练 MMOD 时定义好标签，MMOD 检测出来的对象

就会有标签。MMOD 具备一定的模式识别能力但不是专门解决模式识别问题的方案，专业的模式识别是 RNIC 技术

体系。 
 
 MMOD 依赖于 GPU 工作，OD 依赖于 CPU 工作。 

MMOD 检测和训练图片都需要显存和内存足够大，OD 只需要内存足够大。 
 
MMOD 是 OD 的替代方案，假如有 GPU 硬件支持，MMOD 各项指标都会优于 OD。 
 
在需要做 SP 检测的地方，比如人脸，工业，传统 OD 往往要比 MMOD 有效，MMOD 会检测到重叠和变形的目

标对象，传统 OD 只会检测拥有完整表面信息的目标对象。 
 
而当我们需要做行人流统计检测，车辆统计检测，车牌检测，MMOD 的重叠和变形识别能力，MMOD 会优于

传统 OD 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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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D 建模准备工作 

Cuda 准备工作 

需要 cuda 硬件设备，参考文档，zAI 开发设备撰机指南.pdf 
另一个是 gpu-z 检测器，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华硕板皇的黑版，一个是普通版。主要差别是皮肤不一样。 
https://www.techpowerup.com/download/techpowerup-gpu-z/ 
在 gpu-z 中确保显卡是支持 cuda 的 

 
cuda 需要到 nvidia 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zAI 的 cuda 引擎使用 nvcc+cuda sdk10 构建，也支持 cuda9.2，如果是 cuda9.0
或更低的版本是不支持的。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downloads 
 
另外我们还需要单独安装一个和 cuda 对应的 cuDNN 库，这个库比较大，且需要和 cuda 配套。提示：我们下载 cudnn
需要一个 nvidia 开发者账号，过程很简单，按提示操作即可。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dp/cudnn-download 

 

https://www.techpowerup.com/download/techpowerup-gpu-z/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downloads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dp/cudn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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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TrainingServer 准备工作 

确保 zAI 的 key 是被激活的，打开 LocalTrainingServer，确保 mmod_key:True 

 
在 Training Server 的 Options 设置中，确保 TrainingTool 和 ZAI 的 Cuda 引擎都是正确的 

 
接下来，打开 z_ai_model 
如果 key 可以使用，会提示 accept MMO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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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D 的策略一建模 

第一步，准备足够需要让 MMOD 识别的目标样本，上万张图片也不过分 
第二步，将目标样本分为两批，A 部分为少量抽样采集的样本，B 为主样本 
第三步，使用 z_ai_model 对 A 部分进行手动建模 
第四步，用 MMOD 训练 A 部分 
第五步，用训练完成的 A 部分样本的 MMOD 模型，去标注 B 样本集 
第六步，修正 B 样本集 
第七步，用 MMOD 训练 B 样本集 
 

MMOD 的策略二建模 

第一步，准备足够需要让 ODM 识别的目标样本，上万张图片也不过分 
第二步，将目标样本分为两批，A 部分为少量抽样采集的样本，B 为主样本 
第三步，使用 z_ai_model 对 A 部分进行手动 ODM 建模 
第四步，用 ODM 训练 A 部分 
第五步，用训练完成的 A 部分样本的 ODM 模型，去标注 B 样本集 
第六步，修正 B 样本集 
第七步，用 MMOD 训练 B 样本集 
 

两种建模策略的总结 

两种建模方法分别是 MMOD+ODM，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检测到对象以后，会反馈一个标签。MMOD 的机制设计就

是让它检测对象并且用 Label 告诉你这个对象是什么. 
 
策略一使用 GPU 抽样预建模，策略二则使用 CPU 抽样预建模。 
待预建模完成后，再用预建模的结果去自动化的标注大规模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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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导入我们的第一批图片 

一般来说，图片分辨率在 1800*1800 以下之间都不用做什么处理 
如果图片尺寸过大，我们的内存+显存将会告急，我们需要做一下减肥处理，参考文档，使用 PS 自动脚本批处理.pdf 
 
本文以巴哥为例，导入了一批已做过剪裁的抽样图片 

 

 

开始画狗头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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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签编辑器检查框体错误 

检查有没有框错的，有就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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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签编辑器定义一个巴哥标签 

 
然后将 no label define!拖动到巴哥标签上 

 
完成后关闭标签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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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哥的狗头已被标记完成 

标记完成后，我们在编辑器就能看到巴哥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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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MOD 训练巴哥狗头 

MMOD 因为使用了 GPU，训练参数很复杂，这些参数叫做超参数，他们的含义很隐晦，往往堆积大量的数学公式来

解释，使用正常的语言很难解释清楚，对超参数最好的理解是通过 理解->实际训练->加深理解 三个步骤来。 
理解 MMOD 的训练超参数，请参考 zAI 的 Demo:DNN-OD，在程序源代码中已解释了这些超参数的含义，或许你可

以做一个训练参数的学习笔记，因为这是标准机器学习的 resnet 范式。 
训练参数如果给错，可能会需要几十个小时来训练，或则训练出来的模型达不到预期精确度，而恰到好处的超参数

则会让训练事半功倍。 

 

MOOD 的训练是纯 gpu，MMOD 模型的训练往往极度耗时，我们训练也不会像 OD 那样一次性就成功。 

 
把训练发给服务器以后，我们就可以关闭 z_ai_model 了，耐心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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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钟以后，服务器训练完成 

我们通过 remote files，可以查看到巴哥的训练结果 
通过 average loss 精度，可以判断，这个巴哥识别率大概只有 80%，这是不合格的模型 
这一次，我们训练就算失败，问题出在训练参数 

 
 
  



 
 

260 

第一次 MMOD 训练精度不合格，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超参 

我将无效步数调整为 800，关于这个参数的解释，请参考 demo:DNN-OD 
我将裁剪次数改成 50，关于这个参数的解释，请参考 demo:DNN-OD 

 
然后，再训练一次 
在服务器训练中，我们可以看到 average loss 正在逼近更小，无效步数大约在 200 内。 
通过前 5 分钟的逼近观察，结合我的给出了 timeout=1 小时的参数设置，狗头应该会训练 2-3 次左右（因为 1 小时

以后，训练会因为 timeout 强制结束，并且保存进度，然后我需要使用 again training 模式再次训练）。 
gpu-z 的使用率 80%，cpu 使用率 20%，硬件是不会罢工的。现在，设定一下我们手机的闹钟，对 siri 说，嘿，siri
帮我定一个一小时以后的提醒。我们去找儿子玩一会再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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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第二次训练完成 

我们打开 remote files，查看我们最后训练的任务 
本次任务的计划 timeout 时间是 1 小时，3600 秒，实际训练完成花了 2800 秒，大概 40 分钟左右。 
我猜测的是 2-3 个小时，而实际训练只花了 40 分钟，这是因为人品好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度结果，大概 99%左右的精确度，好了，这个模型可以用了 

 
我们 open 它 
提示：如果训练是因为 timeout 退出，我们使用 again training 可以再次设置参数继续上次未完成的训练，不用从头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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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lePackageTool 中将训练结果导出来 

 
Param.txt，我们刚才输入的训练超参，可以双击打开 
 
Iput.imgDataset，这个 90M 的大文件，是我们输入的训练的数据集，导出以后可以直接用 z_ai_model 打开编辑 
 
巴哥狗头预处理第二次训练.svm_dnn_od，这是我们的训练结果，这是 mmod 模型，我们需要将它导出到桌面 
 
output.svm_dnn_od.sync，同步文件，因为 gpu 训练时间都非常久，zAI 每隔 5 分钟会生成一次同步文件，同步

文件可以用于恢复训练状态，同步文件只在 zAI 中的 gpu 技术体系中才有，在 ZAI 的 CPU 技术体系中，没有这

种东西，因为 CPU 不适合做大规模训练。 
 
Result.txt，训练结果报告，可以双击打开，下面是 Result.txt 的内容说明 
 begin 开始物理时间 
 loss 是丢失率，1.0-loss=准确率 
 rate=1e-5，等同于 0.0001 我们的预期就是 0.0001，学习频率精度，每一次无效步数达到条件，频率就会

迭代 
 Result=True，表示训练成功 
 End 结束的物理时间 
 
Log.txt，日志，有时间前缀 
Engine_log.txt，引擎日志，无时间前缀 
 
Training_steps.dat，步数信息，这是 gpu 训练独有的数据结构，它记录了每一次步数的训练状态，使用 ToneStepList
类读取，需要绘制训练曲线做统计+分析，那么数据源就是它。 
 
LastOutput.txt，输出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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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大量制作狗头标注 

这次我们导入了 3000 张小狗的图片，内存使用了接近 15G（原数据集 18000 张，需要 64G 内存才能训练） 

 
 
使用 巴哥狗头预处理第二次训练.svm_dnn_od 做自动标注 
标注完成后，我们会看见若干红色标注框，因为图片太多，缩小了 100 倍后才能鸟瞰 

 

 
  



 
 

264 

干掉没有被标注出来的狗头 

使用工具箱菜单干掉它们 

 

干掉后，做一个排序，我们看到，很多非巴哥的狗头被标注了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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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abel editor 将巴哥狗头标签干掉 

什么都不用输入，直接点 new，会创建一个空标签 
让将巴哥标签拖动到 no label define!上面 

 
回到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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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再次训练这 300 张新标注的狗头 

我们先查一下内存使用量 

 
300 张图片足足使用了我们 3G 的内存。光是存储和服务器交换都要需要一些时间了。 
 
这时候，如果是低配服务器和工作站，需要使用手动训练这 300 新标注狗头 
在实际使用中，手动训练两种方式， 
1， 准备好训练数据集，然后使用 TrainingTool.exe 在命令行训练 
2， 参照 zAI 的 Demo：DNN-OD，直接使用 Delphi 编程来进行训练 
 
由于大规模数据集处理根本不可预测，手动训练将会是使用 zAI 建模的必须环节 
 
如果开发设备的配置足够强劲，可以无视 3G 内存开销，直接发给服务器训练 
 
 
  



 
 

267 

低配设备：手动训练 300 新标注狗头 

首先，我们将画质降低一半，以 jpeg 模型存储成 300 狗头.imgDataset 

 
完成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无损光栅 150M，降画质 50%后 8M，文件存储 size 有 20 倍的差异 

 

使用 TrainingTool.exe 在命令行手动训练 

TrainingTool 运作的中心思路是，1 个文件输入，训练，1 个文件输出 
TrainingTool 支持的输入文件格式是.ox，我们使用 FilePackageTool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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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ilePackageTool 制作 TrainingTool 的输入数据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命名为，”300 狗头训练参数.txt” 
内容就用 MMOD 的文本参数，我给的 num_corps=200 要求 gpu 至少 10G 显存，如果配置不够，可以将该参数给 100 

 
几个关键说明 
ComputeFunc=训练函数 
source=输入数据源，支持.ImgDataset+.ImgMat 
syncfile=同步文件 
output=输出的模型文件 
timeout=训练超时，单位是毫秒，如果写 e”xxx”，xxx 就是 zExpression 表达式规则，zExpression 表达式请参考我的开

源项目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Expression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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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lePackageTool 中，将”300 狗头训练参数.txt”+” 300 狗头.ImgData”导入进来 

 
完成后保存成到”300 狗头.ox”，保存到 c:\ 

 
FilePackageTool 在命令行运行 
TrainingTool.exe "-i:C:\300 狗头.OX" "-p:300 狗头训练参数.txt" "-o:C:\300 狗头训练完成.ox" 

这时候，gpu 已经 99%负荷，显存开销 8G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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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 50 分后，训练完成. 

 

使用 FilePackageTool 打开 C:\300 狗头训练完成.ox，查看 Result.txt，拟合精度在 98.5，这个模型是可以用的 

 
现在，我们可以将 300 狗头 放到服务器去 

 

但是，服务器会打不开，因为找不到 param.txt，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参数文件名 

 
 

将”300 狗头训练参数.txt”改成”para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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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z_ai_model 中刷新即可，从列表可以看出，我们自定义的 300 狗头.ox 很小，只有 10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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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配设备：暴力的把 300 狗头交给服务器训练 

 
我在这里只改过一个参数，num_crops=200，每一次学习步数，会生成 200 张 resnet 的 image，200 参数会吃掉接近

10G 的显存，这已经接近我的设备配置极限了 
写完以后，发送给服务器训练 

 
这时候，会将训练的数据源发送给服务器，如果带宽不够，发送过程也许会比较长，在数据源发送过程中不要关闭 

 
在训练中，我们通过 remote files 可以看道，当前训练的数据文件高达 200M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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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训练结果 

导入一批小狗，使用我们训练的模型来生成框体测试 

 

很多未曾在我们狗头数据集出现的小狗，都被识别出来了，但也有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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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测试模型不合格，合并模型，再次训练 

 
从新导入一大批小狗，这里是 3000 张数码小狗图片，然后使用 300 狗头的模型生成框体，检查框体，再次训练，

再次测试，依此反复。 
 
这一过程会消耗大量的显存+内存，所以 32G 内存+10G 显存只能算做入门配置，到真正实用，ZAI 对内存+显存的需

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升级设备。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细致的 ps 批处理我们的训练数据集，请参考文档 
使用 PS 自动脚本批处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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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疑：为什么通过网络传任何文件都要验证 

 
TCP，是带有数据反馈的协议，它是安全的，使用 TCP 传输数据，我们不需要验证。 
 
数据的产生方，诸如 RAR,7z,zip,文件 copy，他们会经过内存，而内存会受到 CPU 内部合并了南北桥的内存控制器影

响，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数据产生时，发生错误，即使是一个 8bit 位的数据错误，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有数据

噪音，对于小数据来说，产生数据时出错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大数据，到达数十 GB 体量以后，数据出错的可能会

很大。 
 
在硬件方便，服务器设备，提供了 ECC 这类 mem test 的硬件技术，这是降低错误率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主板

和 CPU，本身也带有对内存数据降噪的功能，但是，它们并不能和 ECC 划上直接的等号，因为很多 CPU 和主板，为

了追求更高的频率，往往会关闭降噪这类功能，要不，信仰党每次超完频，就不会做内存和 CPU 的烤机测试。因为

终端设备，往往都不是 ecc，更加不会是带有统一内存降噪的总线机制。 
 
经过长时间的各方验证，在设计 ZServer4D 的 BigStream 支持时，特意留有一个带有 MD5 验证的机制，同时，对于

虚列包，DataFrameEngine，内部都有数据验证机制。 
 
或许，你会说，既然数据都错了，系统还不崩啊。其实原因是这样的：操作系统占用的内存其实并不大，而我们打

包发布，传输大文件，会使用大量的缓存，其体谅远远超过操作系统内核，当内存使用的体谅达到几十甚至数百

GB 时，一个 bit 的错误往往会引发大量的连锁反应，最后是雪崩效应。 
 
做大数据，或则手上的业务涉及到大文件，大型数据的传输，加个 md5,crc，或许影响性能，但是，它更安全，我

选择更安全的做法。 
 
对于 ZServer4D 在 BigStream 使用 MD5 的做法就此解释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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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内核中的字符串编码说明 
 
 
内核指 ZAI 内部的几个 DLL 引擎，包括 Cuda,MKL,x64,x86 等等 DLL。 
 
ZAI 内核字符串编码各有差异： 
 在 API 接口参数使用的字符串编码：windows 使用 UCS2，Linux 使用 NoBom-UTF8 
 
 标签数据类接口，全部统一是 NoBom-UTF8，如果发现乱码，请确定你输入的字符串是 NoBom-UTF8 的编码。 
 数据标签就是输入输出，包括训练模型数据集中定义的文本标签，分类标签。 
 
说明：自 2019-4-17 更新 ZAI 引擎的 Beta2 版本起，字符串编码格式均按如上标准执行。 

ZAI 观察和调节训练状态的技巧 

尝试性训练的调试 
这种训练大都为了摸索出和数据集的最佳搭配超参数搭配值 
如果是小规模数据集，直接使用 Z_AI_MODEL + ZAI_IMGMatrix_Tool 工具 
Timeout 的参数给 e”1000*60*4”即可，表示 4 分钟后，强制让训练完成，ZAI 的步数状态每隔 15 秒会出现一次，4
分钟可以看到许多状态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状态中的 loss+失效步数来判断超参数的切合度，4 分钟以后，训练任

务自动终止，如果参数很好，就把 TimeOut 改成 24 小时，参数不对，重复本步骤即可 

 
如果是大规模训练，只能在 IDE 中来干，在 Sync 文件未保存前来干（从第一个的 Step 状态打印开始的前 5 分钟内），

如果 Sync 被保存了，同时，我们又调整了超参数的值，需要先删除 sync 文件然后再开始。 
技巧：大规模训练前，可以使用 Z_AI_Model 这类工具抽样训练一小批，摸索一下某些参数的范围和效果。大数据

动辄数百 GB，加载非常花时间，优良的准备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我观察训练状态，一般是通过 GPU-Z+任务管理器+步数信息，三种工具结合 
有时候，我在训练中，会兼顾看看网页，看看文档，我一般是在 windows 任务器中让跑训练那个任务只使用一个

cpu 核，然后 GPU 就降低了，到我不用机器时，我再改回来。 

 

 
  



 
 

278 

在 Model 编辑器训练完成的 OD 无法检测，十之八九都这个原因 

 
DNNOD(也叫 MMOD)  
DNNOD 的默认参数都按 1080p 级分辨率给出来，如果图片 size 很小，必须这些等边延长参数也给小，否则训练出

来的模型将会无法被检测到 

 

 
OD 是使用 CPU 内核的检测器，默认参数都按最小 720p 给出来 
在小图片标注参数也应该将它改小，否则也会影响到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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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临时文件机制说明(序列化，XML，Sync) 

ZAI 的临时文件存放位置 
使用 Delphi 构建后，ZAI 的临时文件都存在于%temp%\Z_AI_Temp 中 
使用 FPC 编译器构建后(包括 Lazarus 和 CodeTyphon)，ZAI 的临时文件都存在于当前启动目录\Z_AI_Temp 中 
当 ZAI 相关的工具和 APP 关闭后，Z_AI_TEMP 可以整个目录直接删除掉，ZAI 未关闭前或则正在训练中，勿删除

Z_AI_TEMP 目录 

使用 LargeScale 技术训练大规模数据集需要注意的问题 

请确保%temp%或则光栅序列化文件指向的驱动器有足够的硬盘空间 
LargeScale 在机械硬盘工作会让训练的效率降低，也会让 prepare dataset 步骤变得更加缓慢 
LargeScale 最佳搭配是通过 nvme,m.2,ssd 这类高速存储介质工作，高速存储介质可以让 LargeScale 训练和普通训练

无差异 
在多次使用 LargeScale 技术体系进行训练后，注意检查请清空%temp%\Z_AI_Temp 目录，因为会有数百 GB 的无用文

件 

使用 XML 作为交换中间层，会产生大量临时文件 

当关闭 ZAI 后，这些临时文件都是无用的，如果它们占据了大量硬盘空间，直接删除即可 
XML 是做 Core 时用于调试数据集采用的交换格式，可以直接使用 IE 这类浏览器打开预览数据集，它会准确报告坐

标信息，而不用再通过 c++调试器去分析 STL 结构了(c++的数据结构非常复杂，检查费劲) 

SYNC 同步文件说明 

Sync 在训练中每隔 5 分钟会自动保存一次当前训练器的工作状态，以预防灾难还原 
一般来说，假如我们定义个 sync 文件名是 metric_sync，zAI 内核会先保存 metric_sync，下次一次会保存成

metric_sync_(加一个下划线)，到训练结束时，会最后保存一次 Metric_sync 
Sync 文件可大可小，根据模型规模而定 
假如使用 zAI_TrainingTask 建模，sync 文件一般都会保存在%temp%\Z_AI_Temp 目录中，了解 Sync 的工作机制后，我

们可以活用它，将它搬来搬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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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支持说明 

概述 

 当图片数量达到一个“恐怖”的数量级，比如 20 万张以上，普通配置的机器学习电脑就会感到计算吃力：显

存开销太大，内存开销太大，拟合计算太慢了。 
 这时候，zAI 针对大规模图片集提出了完整解决办法：可以节省一笔不菲设备投资，同时也兼顾了大数据训练

效率。 

大规模训练的工作原理 

 步数一次都是按一批图片进行 input，当需要 input 时，zAI 才会去申请内存，不需要就用光栅序列技术将图片

暂存交换文件中。 
 当图片规模达到数百 GB 后，大部分都会暂存到序列化文件。 

大规模图片度量化 

 zAI 的图片度量化包含了两个技术体系，分别是 Metric_XXX 和 LMetric_XXX 开头的 API 
 在 1.19 中，Metric 开头的 API 主要用于人脸，也能支持图片快照 
 在 1.19 中，LMetric 开头的 API 主要支持图片快照，也能用于人脸，准确度不如 Metric 
 当大规模图片度量化处理以后，会产生向量，向量多了 Learn 引擎就会很慢 
 zAI 在 1.19 版本，针对度量化新支持了 KDTree，当度量化规模大了，KDTree 可以作为替代 Learn 引擎的有效解

决方案，因为 KDTree 相对 Learn 更省内存，查询更快 
 zAI 在 1.19 版本训练 Metric+LMetric 都可以指定以快照，或则人脸方式进行 

大规模图片分类器 

 在 zAI 1.19 版本后，提供了 4 种支持大规模训练的图片分类器方案 
RNIC：基于残差网络的图片分类器，额定分类 1000 
LRNIC：基于残差网络的图片分类器，额定分类 10000 
GDCNIC：基于 Google LeNet 的训练加速版分类器，额定分类 10000 
GNIC：基于文字识别 NN 部分的图片分类器，额定分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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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训练数据集不支持编辑工具 

现有的 ZAI_IMGMatrix_Tool 无法支持大规模数据集编辑 
针对大规模数据集的生成，编辑，处理，必须通过编程解决 
一般来说，你可以预先准备好大数据集，然后使用 TAI_ImageMatrix 提供的 LargeScale-API 体系将数据导入进来，然

后训练。在 TAI_ImageMatrix 提供了很多大数据支持方法。 

大规模数据集的训练 

 准备工作：首先，你需要自行对大数据做预处理，并且确定是准化的输入 
第一步，使用 TAI_ImageMatrix-LargeScale-API，将数据读取到内存，它只会在内存暂存一个指针，光栅缓冲区

都放在序列化文件中。 
 第二步，调用训练的 API，包括：Metric,LMetric,RNIC,LRNIC,GDCNIC,GNIC，它们都能支持数百 GB 的大规模数据

集训练。 
 第三步，特殊化处理训练输出系统 

Metric+LMetric 如果要支持大数据，不能直接使用 Learn，Learn 在海量数据面前非常慢，需要采用

Metric+KDTree 的解决方案，具体细节我已在 Demo 详细描述 
图片分类器 RNIC,LRNIC,GDCNIC,GNIC，他们都有额定的最大分类量，如果需求是 1000 万分类：zAI 的

分类器不是返回的索引，都是经过了 softmax 处理后的接近度。你可以构建 1000 个模型，每个模型 10000
分类，分类时遍历 1000 个模型采用最佳结果（softmax 会返回接近）。 

针对大数据训练的性能优化 

zAI 在 1.19 版本，Metric,LMetric,RNIC,LRNIC,GDCNIC,GNIC 均有大数据训练优化支持 
Metric,LMetric,RNIC,LRNIC：属于结构级别优化，优化率得分 60 
GDCNIC,GNIC：属于核心算法级别优化，优化率得分 90 

针对大数据模型的选择 

不同模型，算法，都针对不同的目标问题， 
广泛的图片分类：RNIC+LRNIC 
对单张图片做分类，如人脸，衣服：Metric+LMetric 
以文字，笔迹，图标做分类：GDCNIC+G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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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内核使用 XML 做交换的说明 

 
在早期的版本，OD,MMOD,SP,这几个模型都使用 XML 作为交换数据，当数据量大了，显然这很慢，并且会浪费掉大

量磁盘空间 
 
zAI 在 1.19 版本后，使用 XML 做交换文件来训练就被彻底的阉割了。 
 
zAI 在 1.19 版本后，所有的数据交换，均是内存地址共享，甚至直接无 Copy 的去处理数据集，1.19 版本对大数据做

了完整的支持，Copy 和 XML 都是非常浪费资源的处理机制，处理大数据需要高效率交换，所以，XML 都被阉割掉

了 
 
以下图 ObjectDetector 训练为例，使用 XML 和不使用 XML 都已经被明确的标注出来 
zAI 的其余 API 都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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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 API 中出现了 LargeScale 的简单说明 

 
 
在 zAI 的数据集中，我们会看到很多 LargeScale 开头的 API，或则带有 LargeScale 的参数开关 
 

标准的 LargeScale 使用 

第一步，TAI_ImageMatrix 通过 LargeScale 方式来读入大数据，比如 
LargeScale_LoadFromStream(stream)，LargeScale_LoadFromFile(myfile) 
 
第二步，训练，Train(LargeScale(这里要给 true),RSeri(这是序列光栅化的存储器),matrix,param) 
 
zAI 针对大数据做了特殊 cache 处理，会让常用的数据驻留内存，高频率使用的数据会常驻内存，不常用的都会放到

一个临时文件。大数据的训练和普通训练几乎相差无异。 
 
训练大数据前，最好做一次数据抽样做训练测试，摸索出最好的超参数搭配，确保程序没有 bug，一般来说，无效

步数，输入长度，这两个东西是关键中的关键，其次是，确保训练后，类似 Metric 的 vector 可以正确转换，类似

RNIC 的 index 可以正确保存。训练一次大数据，少则数小时，多则数天甚至数周，预抽样学习是科学的处理办法。 
 

凡是出现了 LargeScale 字样的东西，它们的共性如下 

 从文件读取的数据，先从文件一小部分读取到内存，然后再降内存转存到序列化文件 
 使用了数据前，会从序列化文件读取数据，然后根据时间释放不用的东西 
 做 Prepare dataset 时，需要更多时间做准备工作，一般是普通训练的 2 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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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训练时发生闪退，原因十之八九是因为这个 

 
Input 的 batch image 太大，导致显存不够用 
 
Cuda 设计很奇特，一旦发生显存不够用，不报任何程序异常，直接让你的 app 崩溃掉 
 
有时候我们在 GPU-z 看到显存还没用完，但是程序崩溃了，那是因为，cuda 发现显存溢出的瞬间就把 app 干掉了，

在干掉时候，gpu-Z 还没有来得及刷新 
 
当训练 app 临近崩溃，有时候会发生：device 故障，然后显示器黑掉 1 秒，再次重新打开，提示恢复。那是因为，

cuda 占用了 90%显存，剩下的 10%显存不够显示器处理图形，然后图形处理那个 device 宕了，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

看电影+训练，打游戏+训练，或则一卡带 3 台显示器+训练 
 
当发生了显存不够用的解决办法：将 input 的 size 改小，一般来说都是带有 mini，input，batch，这些关键字的超参

数。 
 

ZAI 计算瓶颈的解决办法(multi gpu) 

 
什么是计算瓶颈？ 
 用于记忆和计算张量和显存开销太大了，超过 GPU 的显存。 
训练速度慢算不算瓶颈？ 
 不算，多花时间训练。或则调节超参数，将 batch 给大，并将失效步数给小。也可以对数据样本做优化，诸如

使用 scale(0.5)减肥，删掉特征不明显的样本集。 
 
cpu 内存瓶颈： 
 买内存吧，内存很便宜，就算插到 128G 也只会投资几千块钱。 
 
DNN-OD 有 batch 超参数，它不会发生 GPU 计算瓶颈。 
RNIC 和 LRNIC 有 batch 超参数，并且额定分类数量 1000/10000，它不会发生 GPU 计算瓶颈。 
 
在 ZAI 中最容易发生 GPU 计算瓶颈问题的只有 DNN-Metric（深度学习的度量化网络） 
以人脸为例 
 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人脸 matric，会在 GPU 中记忆一下拟合后的张量，当数量多了，就会消耗极大的显存，这

时候，就发生瓶颈问题。 
 解决办法 1，前期 diy 开发设备时，考虑好未来场景，做好准备工作，比如 diy 两张 32G 的 v100，以 64G 显存

来应对未来的大批量人脸度量化系统。 
 解决办法 2，租用阿里云 1 个月的 v100*4gpu，一个月大概 30000 多 rmb，直接在云端运行 ZAI 的 metric 训练，

待训练完成，本地试用一张大显存卡即可运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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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_IMGMatrix_Tool 极简化创建训练 Input 包 

 
创好数据条目后，使用工具菜单：Build Training Package 

 
在弹出窗口中，有很多不同的模型训练参数，根据你了解的选择，这些模型都在 Demo 和文档来中有相关讲解和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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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不同模型训练参数，都会有不同的内容，这些参数叫超参数，它们的含义在 Demo 中都有详细讲解，合适的参

数可以训练效果事半功倍。 

 
待超参数编辑完成后，使用 build Training Package，将数据集保存成 c:\input.ox 

 

然后使用 TrainingTool 训练 
命令行 
TrainingTool.exe “-i:c:\input.ox” “-o:c:\output.ox” 
 
待训练完成，需要提取文件，使用 FilePackageTool.exe 把 output 那些东西导出就行了 
如果训练参数不对，需要修改参数，使用 FilePackageTool.exe 把 param.txt 导出来编辑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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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AI_Matrix_Tool 的 New Dataset 菜单快速构建样本数据库 

 
zAI-1.18 版，ZAI_Matrix_Tool 增加了一个创建空条目菜单 
 
使用方法 
在 ZAI_Matrix_Tool 右键弹出菜单，New Dataset 

 

然后命名条目 

 
双击条目，会打开 z_ai_model 建模工具，在这里编辑完成，点红色的 Return IMGMatrix 即完成编辑。一次可以点开

多个 z_ai_model 建模工具不会冲突，编辑样本数据集会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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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满负荷 GPU 呼吸 

呼吸的原理 

 ZAI 的训练是按步数做 Batch Input，每个 Batch Input 的图片大小根据超参数决定，一个 Batch Input 等同于一个

步数。 
 每一个步数都会有一个 Sleep(毫秒)操作，这个毫秒越大，留置给 gpu 的呼吸时间也就越大，假如，我们让每个

步数 sleep(100)，那么就会限定，每秒只做 10 个步数的 gpu 计算。这样一来，gpu 就会空闲出来，这时我们才可以

利用 gpu 做别的事情。 
 

在 ZAI 中使用 API 训练的呼吸参数 

 zAI.KeepPerformanceOnTraining:=10 
 表示每秒最多 100 个步数，设置完成后，在训练时使用 gpu-z 之类工具查看 gpu 开销，如果没有空下来，就改

成 zAI.KeepPerformanceOnTraining:=100，依次类推 
 

在 TrainingTool 中使用呼吸参数 

命令行：TrainingTool “-i:c:\input.ox” “-o:c:\output.ox” “/keep:10” 
/keep:10 的效果等同于 zAI.KeepPerformanceOnTrain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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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程序选择 GPU 卡的方法 

 
在程序中，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CUDA_VISIBLE_DEVICES 解决。 
0 表示第一张 GPU 卡 
SetEnvironmentVariable('CUDA_VISIBLE_DEVICES', '0'); 

多个 GPU 卡总是会从 0 开始向上计数 

 
0,2 表示使用第 0 号+2 号 GPU 卡，1 号卡不用(或许在 NV-LINK 可以这样干，反正在 SLI 下无法多卡共算) 
SetEnvironmentVariable('CUDA_VISIBLE_DEVICES', '0,2'); 
 
 
在 TrainingTool.exe 的启动参数，通过-GPU 参数也可以选择不同的 GPU 卡进行训练 
-GPU:0 表示第一张 GPU 卡 
TrainingTool.exe “-i:c:\input.ox” “-o:c:\output.ox” “-gpu:0” 
 

多卡共算 

如果购买的 GPU 没有 NV-Link 接口，单个任务无法多卡共算，多卡计算必须按上述方法手动指定 GPU 卡运行不同的

训练和识别任务，只能一个任务对应一个 GPU 卡 
 

注意：GPU 如果不支持 NV-Link 接口，即使搭上 SLI 桥也无法使用让单任务多卡共算 

 
如果你的 GPU 支持 NV-Link 接口，并且都已经桥上，可直接使用 zAI 进行大规模训练。NV-LINK 架构可以将多 GPU
模拟成单 GPU 方式来工作，它可以数倍提升大模型训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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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IC 建模指南 

什么是 RNIC？ 

RNIC，ResnetImageClassifier，中文翻译：基于残差网络的图片分类器，模式识别。 
 
得益于 GPU 的大规模处理能力，RNIC 在训练时可以逐渐学习图像的内容，RNIC 在工作时会将图像随机剪裁，然后

做拟合，当达到拟合条件，就会得到图像的内容的相似性，通过大规模操作，RNIC 便具备了识别图像内容的能力：

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是专业化应用机器学习的前置工作，诸如人脸识别，我们需要场景中有人，模式识别可以提供场景中有人

的模式返回。假如我们要做车辆识别，模式识别也会是前置工作，第一步是确认场景有车，第二步就是确认汽车的

型号，甚至主驾副驾的性别。 

RNIC 和 MMOD(MaxMagrginObjectDetector) 

 运行机制：RNIC 是提取图像内容的学习，MMOD 是反复来模拟图像尺度和光影的学习。 
 制作工艺：两者无论在运作机制还是数据集的制作工艺都有所差异，而差异恰恰能互补，两者一旦结合起来进

行商业化应用，能满足万物识别需求：模式识别->特征识别。万物识别这一过程，几乎可以覆盖 90%社会各界

对机器学习需求，MMOD 可以通过数据收敛，得到检测对象标签，并且可以明察秋毫的区分细节，诸如 Iphone5
和 Iphone7，细节在于边缘，颜色，MMOD 能聪明的加以区分，然后正确标注。另外，MMOD 只需要足够多的

框体数据集，打标签，训练，即可使用。RNIC 只需要足够描述实际场景的照片，输入矩阵工具，训练，即可使

用。两者在模型的制作工艺上都很简单，效果美丽，楚楚动人，覆盖社会对机器学习需求面非常广阔。注意：

训练应用级的模式识别->特征识别对设备要求很苛刻，需要顶级配置设备才能投入实际训练，这两者都需要大

量图片做梯度收敛，这会导致巨大的显存开销，巨大的显存开销也意味着巨大投资。当模型被制作完成，模式

识别->特征识别运行载体则很平民化，使用普通支持 CUDA 显卡即可运行。 
 

RNIC 和 SS(semantic segmentation) 

 运行机制：SS 和 RNIC 在构建深度网络 Layer 上，有一定的相似性，SS 多了图像的像素或则折线几何标注，RNIC
则只有 Label 标注，SS 的网络构建更加复杂。 

 制作工艺：SS 需要目标描绘标签+(目标折线几何构成 or 目标像素体构成)，RNIC 只需要描绘标签。由于 SS 的

制作工艺涉及到几何体+文本标注，SS 要复杂于 RNIC。因为 SS 需要折线几何系统构成，数据集制作工艺尚未梳

理完成。在近期 2019-3 月左右的版本会实现 SS 分割功能。我们试想一下，从 RNIC 到 SS，如果有好的想法，

请来信留言。 
 

RNIC 和 FACE-MDNN 

 运行机制：两者在 input net 前，RNIC 是做剪裁后 input，face-MDNN 是做贴片后 input。待完成后，他们都会在

相等分类下做拟合条件，不符合就重新做 input，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失效步数。从网络 Layer 结构来说，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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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拟合层面有相似性，在 resnet 预处理层面，完全是两种机制。 
 制作工艺：两者在实用时都会需要一个很大的数据集，RNIC 要用大数据集训练后才能做到识别各种图片的内容，

FACE-MDNN 要学习成千上万的人脸才能准确认识目标。RNIC 的使用时独立场景，多用于模式识别，FACE 的使

用时连贯性场景，多用于身份验证场景。我们试想一下，从 RNIC 到人脸识别，如果有好的想法，请来信留言。 

单独对待 RNIC 训练 

由于 RNIC 是针对全幅图像内容的暴力训练，在内存，显存，GPU 等等开销上，属于小型超算级的运行需求，因此，

zAI 对 RNIC 的训练定位是全手动方式，除了图片打包之外，没有自动化的工具，我们需要单独的制作工艺处理 RNIC
训练。 

准备图片数据集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批图片素材，然后以目录来分类。 
 
本文一共创建 3 个分类， 
SUV，从百度采集的 SUV 车型特写，不区分正，侧，尾，顶 
A，从百度采集的 A 级车型特写，不区分正，侧，尾，顶 
LADY，从百度硬盘采集的一些女人特写，未露点 
 
RNIC 单个分类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保持平均，实用建议单个分类照片在 100 张以上 
如内存不够，可使用 script，用表达式给 scale(0.5)进行减肥，不必每次都去动用 PS 做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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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RNIC 

处于测试的需要，本文使用 TrainingTool 训练，本文针对数据集构建了一个专属训练 Demo，位于目录

zAI\Demo\ResNetImgClassifier2，它能自动训练数据集文件 MiniImgClassifier.imgMat。并且提供测试功能。 
只需要将以上数据集保存成，MiniImgClassifier.imgMat，然后使用 ResNetImgClassifier2 来训练即可。旁边的按钮可

用于测试分类结果。数据集建大以后，亦可依照此方法进行训练+测试。 

二级分类 

使用 z_ai_model 创建好汽车轮毂的框体标注数据集，保存，训练 
本文以演示为主，数据集样本非常少，实际是做汽车轮毂，需要上千张真车数据集图片才能达到实用效果。请参考

MMOD 建模指南。 
注意：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轮毂形状，来建库，将它作为三级分类来处理，这样拍张照片，即可知道

轮毂的制造厂商。 

 
然后发送给服务器训练，因为数据集很小，2 分钟左右，loss 率已经到达 0.1，但是梯度还没开始收敛。我猜轮毂模

型大概要训练 5 分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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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钟后，2 级分类的汽车轮毂被训练完成 

将 汽车轮毂.svm_dnn_od 导出来使用即可 

 
 

运行 Demo 测试模型 

已在 zAI\Demo\ResNetImgClassifier2 中包含了汽车轮毂的检测 Demo 
结合本文要点。运行 Demo，请多动脑筋去理解万物识别含义和它的制作工艺。 
模式识别->特诊识别 有非常广阔应用前景，务必关心一下它的制作工艺，无论项目承接还是智能化体验，它的商业

价值以及技术含量都领先于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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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建库指南 

FACE 识别的工作原理和概念 

Face 识别工作步骤 
1， 检测 Face（OD,MMOD,ODM 三种技术体系均能检测 Face） 
2， 过滤检测到的 Face 框体（ZAI 处理很多重叠框体都按凸包来框） 
3， 在 Face 框体中对齐 Face，形成统一正面 Face（使用 SP 检测几何体+再用几何体作为参数投影出正面） 
4， 度量化 Face，形成可以使用向量描述的数据结构（使用 metric 求取出正面 Face 的向量） 
5， 从向量库匹配查找接近向量，返回识别率（这一步用欧几里系直接计算出的距离就是识别率） 
关于 Face 识别的原理和概念，请参考 ZAI 的 Face 部分 Demo，Face 识别处理的每一步都有非常详尽的处理讲解。 

FACE 建库原理 

FACE 手动建库，是通过半自动方式的采集面部框体并且对齐，然后再使用 metric dnn 进行训练，得到以下数据 
 .Metric，用于度量化处理的深度神经网络库，这个库是通过深度学习图像样本生成的，它的作用是对 Face 按眼，

鼻，口，脸，进行贴片重构后，做出的面部分类，由于使用残差网络技术，它需要 GPU 才能训练，它的训练很

快，一般 5 分钟即可学万上万人的 Face 信息。CPU 通过 MKL 接口也能训练，但非常久，不是一个数量级。 
 .Learn，这是来自我另一个开源项目的工程统计学库，它是作用的以 KDTree 方式记住从 Metric 输出的向量+标

签。它基于 K 维空间快速查找工作(zAI 的 Face 维度是 256)，它的作用等同于 DB，它是做向量临近查找用，DB
是做数据吻合查找用。 

 
当我们有了以上数据，Face 建库就完成了。 
应用时，我们只需要不断从设备中的采集图像中的正面 face，然后用我们的.Metric 库计算出它的向量，然后再使

用.Learn 库查找一次向量，这就是面部识别的整个应用过程。 

在 Demo/Reponse_FaceServer 中演示了 FACE 自动化建库的应用方式 

Reponse_FaceServer 是使用 CS 架构解决的人脸识别模型，服务器端需要 GPU 才能有效工作，客户端

则是跨平台的数据输入模型。 
Reponse_FaceServer 中已经包含了客户端，整个 Face 处理都是是自动化的 API，调一次 Rec，即可返

回识别率。Save 一次图片，即可自动完成 Face 入库。 
Reponse_FaceServer包含的客户端，可以在手机运行。(注意：手机需要 FMX框架,IOT需要 FPC+Lazarus，
你需要参考这份文档“入手 IOT 的完全攻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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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中的 Face 数据库工艺：小规模人脸采集 

Face 的 OD,MMOD(人脸检测器模型)检测模型都已经训练好了，可以直接使用 
Face 的 SP(人脸几何结构检测器模型)检测模型也已经训练好了，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在建库时的操作，只需要确认一下身份标签即可。 
 
首先，我们打开 z_ai_model 
在打开时，箭头指向的 4 个 Key 需要是 accept 状态，如果被 Reject，需要访问 zpascal.net 去申请 Key，主页详细说

明了怎样申请 Key 

 
导入一批带有面部信息的人物图片，z_ai_model 的图片导入都是并行化方式，机械硬盘高频率寻址会让导入很慢，

建议使用 SSD 或则 M.2 作为交换来导入。 
下图，我导入了 500 张包含了小布什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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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箱对小布什的面部做检测+对齐 

需要多核 CPU 支持，CPU 设备配置越好，自动化检测+对齐的性能也就越好，Face Alignment 工具箱只会使用 CPU，
不涉及到 GPU。 

 

完成后，我们通过绿字，看到 558:518:2:1，这行信息的含义请参考文档” ZAI-OD 建模指南.pdf” 
由于在小布什身边的人也被标注出来了，我们这是小布什库，我需要干掉不相干的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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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面部框体的方法一，LabelEditor 

点 X，把不相干的人脸干掉 

 

维护面部框体的方法二，在编辑器干掉 

蓝角线表示选中框体，点垃圾桶或则 Del 键干掉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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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面部框体的方法三，Script 

打开 Script 编辑器， 
条件:detNum>1，表示当前 Image 中的 Detector 框体数大于 1 
处理：DeleteDetector(1,0.5,0.5)，表示只保留 1 个距离图片中心点最近的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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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布什的 face 框体校正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框体校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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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框体都打上小布什标签 

 
将数据集导出成 小布什.imgDataset，再用 ZAI_IMGMatrix_Tool 导入 

 

.metric 的训练要求至少有个 2 类已标注过的 face 库，也就是 2 个人，依据上面介绍的方法，我们再建一个女人面部

数据集，一起导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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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ace 的训练 

注意： 
.metric 的训练要求至少有个 2 类已标注过的 face 库，也就是 2 个人才能训练。 
 
Face 库一般很大，成千上万人，正规建库都直接在 ZAI_IMGMatrix_Tool 构建，不会用 z_ai_model 来构建，z_ai_model
只会用于辅助编辑。本文处于讲解工具链运作原理，选择了在第一节使用 z_ai_model 来构建小布什的面部库。 
 
ZAI_IMGMatrix_Tool 是针对大规模数据集的构建工具，它不提供直接训练支持，因为大规模数据处理和自动化不能

划等号。 
 
训练来自 ZAI_IMGMatrix_Tool 输出的数据集有两种方法： 
方法 1：调用 api 进行训练，这一部分参考 Face-Recognition demo 的训练方法即可，程序里面我已经详细详解了各

个训练参数的含义。 
方法 2：先制作一个 ox 包，然后在命令行使用 TrainingTool.exe 来训练 
 
对以上两种训练方法的总结： 
以上两种训练方法都可以用于业务使用，api 方式训练对编程基本功有一定要求，如果有自动化训练的需求，使用

api 方式训练的效果会非常不错。命令行训练依赖于工具链系统，适用于反复训练频率不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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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训练我们的 face 库 

在 ZAI_IMGMatrix_Tool 将小布什和一群女人的数据集以压缩方式保存，便于 OX 文件打包 
说明：Jpeg 的 qualily 是通过按小块做像素颜色挤压来达到高压缩率，zAI 在处理图片前，都会做高斯金字塔处理，

jpeg 通过挤压丢失的像素，都会平滑掉，并不是丢失很多信息。 

 
我们将数据集保存为 input.imgMat 
 
然后使用 notepad++创建的训练参数，字符编码要用 UTF-8 
各个训练参数的含义，在看 ZAI 的 Demo 源码中都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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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训练参数文本，动手实验从此处粘贴过去即可 

ComputeFunc=TrainMRN 
source=input.imgMat 
syncfile=output.metric.sync 
output=output.metric 
LearnVec=True 
output.learn=output.learn 
timeout=e"1000*60*60" 
weight_decay=0.0001 
momentum=0.9 
iterations_without_progress_threshold=500 
learning_rate=0.1 
completed_learning_rate=0.0001 
step_mini_batch_target_num=5 
step_mini_batch_raster_num=100 
fullGPU_Training=True 
 
几处关键参数说明 
 LearnVec=True，表示训练完成后，在.Metric 基础上，把 Input 的 face 输出成 vec 并且以.learn 保存 
 iterations_without_progress_threshold=500，失效步数给 500 
 step_mini_batch_target_num=5，每次步数，计算 5 个 face 分类 
 step_mini_batch_raster_num=100，在每个 face 分类中，做 100 次 resnet 批次处理，我们刚才导入制作的小布什

有 500++面部样本数据集，所以 step_mini_batch_raster_num 要给大，当训练的分类数据集数量差别很大时：比

如，小布什 500 张，章子怡 4 张，苍井空 4 张，我们要去最大的样本采集数来给参数，单 gpu 显存，内存都有

限，我们又不能给太大，所以需要限制一下，最后给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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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nput.imgMat+param.txt 文件导入到 FilePackageTool 

将 FilePackageTool 它保存到 c:\小布什和一群女人的脸.OX 

 
 
训练命令行 
TrainingTool.exe "-i c:\小布什和一群女人的脸.OX" "-o c:\训练完成.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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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完成 

20 分钟后，待训练完成，我们将 output.metric+output.learn 导出来使用即可 
如果训练参数 LearnVec=False(默认)，将不会生成 output.learn，这会需要我们手动生成.learn，读取.metric 并且生

成.learn 的方法，请参考 Face-Recognition 的 Demo，已经在程序详细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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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Face 建模 

在 ZAI_IMGMatrix_Tool 按目录搜索样本，可以对样本自动化预分类 

 
搜索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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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ZAI_IMGMatrix_Tool 使用人脸对齐工具，批量对齐人脸 

 

Process selected item.，勾上以后，只处理已经选中的数据集 
Calibration Null Label，勾上以后表示在数据集没有标签时，使用文件名作为标签 
Used fast face label technology，勾上以后，对齐人脸前不会做预处理，数据大了以后可以提高运行速度，但是降低

准确性 
Remove invalid picture，勾上以后，在图片只要检测不到人脸，就会删除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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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以后，人脸对齐就完成了 

我们通过预览看到很多数据集图片中，一张图片被标注了两张人脸 

 

使用 Script 工具，做一次批处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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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多余人脸框体的批处理说明 

条件:detNum>1，表示当前 Image 中的 Detector 框体数大于 1 
处理：DeleteDetector(1,0.5,0.5)，表示只保留 1 个距离图片中心点最近的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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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数据集 

 

在数据集列表中， 
Img 当前数据集的图片数 
Rec 当前数据集的框体数 
max 每张图片最大的框体 
min 每张图片最小的框体 

 
 
现在。我们把数据集拿去训练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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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识别人脸 

人脸识别测试可用抽样测试，也可另行拍照测试，不管哪种方式，使用 FaceRecognitionTest 即可完成测试验证工作。 
待训练完成，将.metric+.learn 文件导出，在 FaceRecognitionTest 设置好.metric 和.learn 文件，然后，选中一批需要

测试人脸图片即可。 
Accuracy 表示匹配精确，0.01 表示高度匹配，如果是另行拍照匹配，可以给 0.1，测试前最好确保目标已经入库。 

 

 

构建人脸匹配库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小布什的样本多达 500 张图片，如果不限制精度，小部分未曾学习的人物，有一定几率被识别成小布什。这是

因为度量化建库时，小布什样本太多，度量化匹配结果更偏向把不认识的人当成小布什。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对另

一个人同样的构建 500 张图片，这样度量化匹配就不会单单偏向把不认识的人当成小布什，这时候度量化匹配才会

有选择的空间。 

解决误识别的方式，通过给出高精度的匹配要求即可。 

在我们构建人脸库时，应该选择一种比较平衡的方式，每个人脸的样本都保持在一个均数，以适应在不同环境下的

识别率，比如人均样本 10 张，这样才是最佳人脸建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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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建模指南 

什么是 SP？ 

SP：Shape Predictor 亦或 shape Detector，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检测图像内容，并将内容以几何方式输出。而几何

图形由坐标组成，所以 SP 对图像的处理就是检测内容，输出坐标，至于坐标可以组成什么样的几何形，那就是 SP
建模的工作了。 
 
 

在 zAI 中使用 SP 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产生几何形坐标点，只需要图片，就是像素。处于优化的考虑，zAI 中的 SP 是工作于剪裁图像的，比如，我们使用

svm_od 检测到了一个物体，这时候，就会得到一个框体(rect)，而框体(rect)，它就是一副剪裁过的图像，SP 会把像

素分析的焦点对准剪裁图像。 
 
最简单的解释，SP 需要一幅图像，一个图像内的 Rect，这时候，它就会从图像中分析出几何图形：点坐标。 
 

SP 技术指标 

运行平台：任何平台 
并行：支持 
运行时内存消耗：中 
运行时性能：高 
CPU 需求：高 
GPU 需求：无 
超参数复杂度：傻瓜化 
训练后的文件尺寸：非常大 
 
次要指标 
残差网络支持：不支持 
光照变换训练：不支持 
深度学习支持：不支持 
训练内存消耗：大规模训练内存消耗会巨大无比，小规模训练它会很快完成 
训练时长：小规模很快，大规模很久 
能支持的最大数据集训练：我最大测试了 13000 张图片，cpu 训练实在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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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人脸识别中的作用 

SP 在人脸识别中，主要用于预处理环节，它会检测出面部五官的几何构成，然后做对齐，对齐其实就是一种投影，

因为有了几何坐标系，可以知道侧面到正面的投影参数。 
通过投影，对齐人脸后，人脸就会都是正面，这样再 input net 去判断个人身份，提高准确率。ZAI 的人脸在 SP 环节

是自动化处理的，我们无需再自行做投影对齐 
 

SP 在换脸应用中的作用 

变脸 app 很多人都玩过，它能在你的头上戴上帽子，把你打扮的圣诞老人，变脸 app 的检测技术就是 sp，其原理就

是当它定位了五官坐标以后，在五官坐标上画出覆盖的图形 
 

SP 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 

因为 SP 将图像描述成了几何形状，因为，我们通过分析 SP 的平面坐标，可以知道改刀，扳手，它们的手柄在哪里。 
通过 SP，我们能准确判断出螺丝转动了多少圈，多少度 
通过 SP，我们能对图像进行再次投影和裁剪，我们可以先检测机器轮廓(OD+SP)，然后再检测机器的部件(用 sp 描述

部件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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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建模的准备工作和制作思路 

本节为高级内容，研究本节内容，请先基于初级的 ZAI-OD 建模指南.pdf 实际动手一次 
 
重要提醒：SP建模需要在 svm_od的基础展开，如果我们要做手机的几何构成图识别，我们就需要先做手机的 svm_od
（OD 技术体系，使用 z_ai_model 可以将手机数据集训练成 svm_od）。.svm_od 的生成请参考文档 ZAI-OD 建模指

南.pdf 
 
本节是高级内容，这里只会指出制作步骤，细节就不去一一解释了 
 
第一步，准备足够多的识别目标样本 
第二步，将目标样本分为两批，A 是少量的高质量样本（10 张图），B 是大批量样本(假设 1000 张图以上) 
第三步，使用 OD 工艺手动制作框体 A 样本（ZAI-OD 建模指南.pdf） 
第四步，将 A 样本训练成 svm_od（ZAI-OD 建模指南.pdf） 
第五步，使用 A 样本训练出来的 svm_od，自动化框住 A 样本对象（不要用原始的框体定义，要用 svm_od 来框住自

己） 
第六步，在 A 样本的 svm_od 自动框体上，编辑 SP 几何形 
第七步，将 A 样本的 SP 几何形训练成.shape 
第八步，将 A 样本的.svm_od 和.shaple，自动应用于 B 样本 
第九步，调教将 B 样本，并且将 B 样本训练成.svm_od+.shape，如此反复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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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什么 SP 搭配 OD 是最佳组合，而不是 SP 搭配 MMOD 

OD 检测出来的是完整目标图像，且使用和训练都非常简单，非常易于上手使用 
MMOD 太过于智能化，它能检测出来重叠目标，甚至变形目标，而重叠变形目标的图像信息往往是丢失的，以 zAI
的 Demo 为例 
 
下图的用 OD 技术检测人脸 Demo，箭头指向因为遮挡，导致信息不全，没有被检测到 

 

下图是 MMOD 技术检查人脸 Demo，MMOD 使用 resnet 残差网络训练，所以即使遮挡它能检测出来 

 
 
被遮挡的人脸，对SP来说没有可用性 1 
 
  

                                                             
11当信息不全的时，SP 计算就会没有可参考的数据，没有可参考数据，这时候 SP 会猜测去判断，虽然 Sp 也能计算。但我们制作 SP 模型不应该使用有重叠检测

功能的 OD。误判将会导致 SP 的模型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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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制作我们的 OD 

 
首先，我们框住需要检测的目标对象，这些框都是不准确的人工制作框体 

 
这时候全图如下，一共 26 个人头框体，都是手工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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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训练我们的 OD 

点 Run Training. 

 
待训练完成，我们将 sp_od_1.svm_od 导出到桌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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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刚才训练的 sp_od_1.svm_od 从新生成框体 

 
选中 sp_od_1.svm_od 

 
这时候，我们的目标就被重新定义框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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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没有被自动标记出来的框体 

先选中图片，然后用 del 键或则点击垃圾桶来删除 

 
干掉以后，点一下 auto 重新排序，现在，都是刚才 od 检测出来的框体的图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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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 OD 框体上定义 SP 几何形 

切换至 predictor，然后将图片放大，一直到可以显示每个坐标的 index 提示 

 

我们需要明确，我们需要将图像描绘成什么样的几何形，然后按顺序点，我将眼，鼻，嘴，定义成如下几何 
0-3 顺时针描绘左眼，4-7 顺时针描绘右眼，8-10 顺时针描绘鼻子，11-13 顺时针描绘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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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按顺序，去描绘所有框体内的图像 

注意：全都按顺序来，本文定义的几何顺序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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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训练 SP 

 

 
本文数据集很小，1 分钟以后训练完成，然后我们将 sp_od_3.shape 导出到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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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才我们训练的小模型开始制作大数据集 

本节是迭代式训练的第二个大环节 
 
阅读本节先要确定下面两个模型已经存在 
sp_od_1.svm_od 
sp_od_3.shape 
 
我们先使用 z_ai_model 工具导入一大批目标进来，总共 13000 张 

 

然后使用 sp_od_1.svm_od 将框体标记出来 

 

 
这时候，很多图片没有被标记目标，我们干掉他们，使用 z_ai_model 批处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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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张的图片被干掉了 11000 多张，只剩 1200 张左右，我们排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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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数据集 

从 1241 到 1258，新增大概 17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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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将合并数据集标记出 sp 坐标 

 
选择我们刚才训练的小规模 sp 

 

现在我们有 1258 张图片，完成自动框体+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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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做一下 sp 编辑矫正 

我们通过浏览，发现留蓄须和戴墨镜的 sp 有错误，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sp 

 

切换至 move 操作 

 
重新矫正 sp 坐标，注意 sp 顺序不要弄错了，坐标不要逾越框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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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式训练 SP 

待所有的调整完成，存盘，再次训练本次做的 sp 修改 
sp 训练是在 cpu 进行的。Sp 的图片越多，训练越久，耐心等待，本文在这里训练的图片 1300 张，大约 2 小时才能

完成 

 

大规模训练非常耗时 

我们待进度条走完就可以关闭 model 了，让服务器去慢慢训练。 
提示：sp 和 od 都是 cpu 在训练，不会像 gpu 训练那样可以保存进度，中间务必保证服务器不要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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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mote file 查看远程服务器的训练状态 

 
tcsTraining 表示正在训练中，等待训练完成 

 

当训练完成后.点 Open，即可打开训练结果 

 

将训练结果导出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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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建模指南 

OD 的概念 

对象检测器在 ZAI 中简称 OD。当 OD 经过了高度训练后，它可以检测任何物体 
 

OD 的技术指标 

主要指标 
运行平台：任何平台 
并行：支持 
运行时内存消耗：中小 
运行时性能：低 
CPU 需求：高 
GPU 需求：无 
超参数复杂度：傻瓜化 
训练后的文件尺寸：极小 
 
次要指标 
残差网络支持：不支持 
光照变换训练：不支持 
深度学习支持：不支持 
训练内存消耗：大规模训练内存消耗会巨大无比，小规模训练它会很快完成 
训练时长：小规模很快，大规模很久 
能支持的最大数据集训练：我最大测试了 5000 张图片，cpu 训练实在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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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建模步骤 

 

准备环境 

需要配置 AI.conf，使用 Notepad++打开 AI.conf 
首先确保 Key 是正确的 
确保这里的 exe 和 dll 文件和 AI.conf 都在同一个目录下 

 
确保 Key 的方法可以打开同一目录下的 LocalTrainingServer.exe 
它会提示 key 的过期时间，key 所支持的技术体系，确保 OD_Ke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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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需要导入的图片 

提示：如果图片是原封不动的导入，一旦多了，内存消耗就会变得巨大无比，假如图片有 2000 张，即使 64G 内存

也会告急。 
 
技巧：PS 是最强大的图片处理工具，它不光是编辑强大，批处理也能非常简单暴力的对你要导入图片做减肥，合理

的减肥不光能减少训练时间，也能节省出更多的内存和磁盘空间 
关于 PS 的批处理技巧，请参考我撰写的 PS 自动脚本批处理。 
 
打开 Z_AI_Model.exe 
首次打开时，会提示 Key 的状态 
如果看 accept Object Detector key，就表示 OD 可以使用，假如是 Reject Object Detector key，OD 将不会工作，发生

这种情况，首先你需要确保 ai.conf 中的 key 正确的，接下来，检测你的网络连接，比如 ping 一下 zpascal.net(key 服

务器)，看看网络畅通，然后重开 Z_AI_Mode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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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AI Engine 后面是使用的 AI 引擎，这里提示正在使用支持 cuda 加速的 AI 引擎 
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 cuda，你可以通过修改 ai.conf 将 ai 引擎指定使用 zAI_x64.dll 

 

多显示器的优势 

Z_AI_Model 中的 Log window 是必不可少的状态监视器，我们的训练，保存，打开，都会在 log window 中反应出来，

假如使用多显示器，可以将 log window 拖到另一台显示器去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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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导入我需要训练的图片 

在 Tools Menu 中，我们通过 Import Picture 菜单来导入图片 

 
 
在本文中，我选择导入一批人物图片 
Model 对批量图片的导入是并行化的，当我们导入数千张图片时，cpu 会吃满，系统会以最高效率将图片从导入到

Model 工具来，Model 内存消耗也巨大 

 
  



 
 

335 

导入进来以后，系统将会自动做一次图片框体的排序 

 

我们通过右方篮框小窗的提示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只有 35 张图片 

 
在 Model 工具窗口的左上角，有两行绿色提示文字，分别代表 
分辨率: 1687 * 1028 显卡渲染器帧率: 64(dx 锁帧 60) 流水线每秒发给 gpu 的指令数量:5064 
Renderer optimized:0:24:0:0， 
当前数据集的框体总数:渲染器剪裁(剪裁照片):单张照片最大框体: 单张照片最小的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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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0:5:0 表示一共 8 个框体，裁剪 0 个，单张图片多的框体是 5 个，最少的框体是 0 个 

 
我们先删除刚才的框体，回到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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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框住我们需要检测的目标 

 
先点 detector（检测器用的框体） 
然后框照片里面的目标，我框的是个女孩的头像 
 

 
 
由于框体操作是手动来的，很容易发生误操作，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 

使用多显示器操作检查框体正确性 

每次当我们框完目标，都点一次 Label Editor，这里会罗列我们所有的框体，当我们看见没有内容的东西就 X 干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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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框体 

现在我框了 2 个目标，一个是女孩头，一个是张朝阳 

 
我们在 Label Editor 可以看出他们的框体比例还是差距很明显的 
一个是接近方形，一个是长方形，这种差异，我将它称为框体尺度 

框体尺度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训练时，如果两个框体尺度不同，训练器就会发生迭代错误，

并且不会提示，这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训练出来的模型不符合预期。zAI 通过调整框体尺度工具来

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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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调整框体尺度 

使用菜单中的 Calibration Scale Space 矫正 
1:1，表示宽:高都是相同比例 1:1，宽=1，高=1 
0.5:1，表示宽只占高的 1/2，宽=0.5，高=1 
1:0.5，表示宽比例是高的 2 倍，宽=1，高=0.5 

 

我们使用 1:1 矫正框体，完成后，我们在 Label Editor 可以看出两个框体尺度已经相同了 

制作数据集的过程是反反复复的，框体校正会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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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齐工具自动生成框体 

我们先通过 Model 窗口的 auto 按钮鸟瞰全数据集 

 
这里面的人头真不少，我们一个一个去框，实在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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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脸对齐工具来生成人头的自动框体 

这里有两个 face 对齐工具，他们的作用是生成对齐人脸图+框体+人脸对齐几何 
这两个工具一个是放大以后对齐，这可以生成很小的人脸对齐数据，只要图片中包含了完整的人脸，它在 99%的情

况下都会生成正确数据。 
一个是快速对齐，使用同比例尺度对齐，不过多余的人脸对齐预处理，这种预处理出来的框体大多是比较清晰的框

体，质量更好 

 

 
Face Alignment 是并行化的 cpu 计算，在运行期间，电脑的 cpu 会全部满负荷，耐心等待一会，它就会将人脸全部

检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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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使用 Label Editor 来查看检测出来的人头 
这是我们需要的结果吗？肯定会有很多框体质量不好，如图像模糊不清，这时候，我们需要将不合格的图像干掉 

 

点 X 即可 

 

 

使用.svm_od_marshal 工具制作框体 

.svm_od_marshal 是 OD 集合，会多出标签，需要一个已训练完成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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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高级内容，本文作为入门指南，对此不做过多介绍 
 

使用.svm_dnn_od 工具制作框体 

.svm_dnn_od 工具需要 GPU 支持，，会多出标签，需要一个已训练完成的数据文件。 
 
这是高级内容，本文作为入门指南，对此不做过多介绍 
 
 

使用.svm_od 工具制作框体 

.svm _od 工具需要一个已训练完成的数据文件。 
 
这是高级内容，本文作为入门指南，对此不做过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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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ocalTrainingServer 训练 OD 

概念：将 OD 交给一台服务器去训练。 
Model 工具链会自动将我们的数据打包，发给 LocalTrainingServer 训练，待 LocalTrainingServer 训练完成后，我们再

从 LocalTrainingServer 将训练结果取出来使用。训练结果，是一个后缀.od_svm 的文件。 
 
首先，确保 LocalTrainingServer 已经启动，注意看 OD_Key:True 的提示 

 
 
在 Model 工具中，通过 Options 来设置 LocalTrainingServer 的 IP 地址，IP 地址可以是 IPV6，也可以是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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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确定了 LocalTrainingServer 正确的 IP 地址以后 
我们打开训练工具参数 

 

 
只要勾上了 Send Training source to Local Server.工具链就会自动使用远程服务器进行训练 
训练模型的参数叫做超参数，这些参数，可以通过研究 zAI 的 OD 训练 Demo 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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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Run Training 
这时候，Log window 会开始滚动显示训练进度，这些训练都在 LocalTrainingServer 服务器干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服

务器的状态 

 

因为本文的 OD 是很小的数据集，训练很快，大概 1 分钟以后，会看到一条提示 
训练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否要立即从 LocalTrainingServer 将训练结果下载下来并且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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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点 Yes，然后，Log Window 上会有个进度提示，等它走完 

 
然后，工具链会弹出一个文件窗口，这里面就是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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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一一讲解这些文件集的用途 

 
 
 Param.txt，这是我们刚才编辑给训练用的超参数 
 Input.imgDataset，这是我们的发给服务器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可以用 z_ai_model.exe 直接打开编辑 
 Output.svm_od，这是训练的结果，.svm_od 训练好的数据，它可以直接挂接在 zAI 引擎上做目标对象识别 
 Result.txt，这是训练结果报告，里面是诸如耗了多少时间，是否训练成功 
 Log.txt，这是训练过程的 log 记录 
 Engine_log.txt，这是训练过程的 zAI 引擎 log 记录 
 lastOutput.txt，这是输出的文件列表 
 
后缀是.txt 的，我们通过双击，会直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 
如果我们要使用 output.svm_od，我们就将它导出成文件 
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使用 input.imgDataset，我们也将它导出来，然后用 z_ai_model.exe 打开编辑 

 
每当我们查看.txt 或则导出 output.svm_od，都可以在下方看到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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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OD 

新创建一个 model， 

 

重新把图片都导入进来，不需要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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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齐工具使用 OD market，载入刚才训练的 od_svm 即可 

 

对齐工具会以并行方式工作，5 秒以后，这批图片就被重新框了，其实这是我们的预期结果。OD 测试也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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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cienceDemo 

这一部分的数据体量很大，目前 Preview 版本压缩以后已经达到 40GB。 
数据科学部分的 Demo 在下一版本中将会得到完善和发行。 
 

请大家支持一下 

支持方式 1，购买授权。我收取的授权费用将被用于购买小型超算 
支持方式 2，向身边朋友推荐 
支持方式 3，对本项目的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本文档是技术白皮书。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 
 
 
By.qq600585/张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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