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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研究如何让计算机从图像和视频中获取高级、抽象的信息。从工程的角度来讲，
计算机视觉可以使模仿视觉任务自动化。

计算机视觉包含以下常见任务： 识别（Instance Recognition）、对象检测（Object 
Detection），语义分割（Seman物体tic Segmentation），运动和跟踪（Motion & 
Tracking），三维重建（3D Reconstruction），视觉问答（Visual Question & 
Answering），动作识别（Action Recognition）等

Facial Recogni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Autonomous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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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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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成像（Imaging）

• 深度图

• 医疗图像

• 遥感图像

• 红外，雷达…

• 黑洞



RGB-alpha图像

计算机视觉成像（Imaging）



Low Level Image Processing

Low level Processing:

De-noise, enhancement, compression, registration



Middle Level Image Processing

Mid level Processing: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object detection and verifica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



High Level Image Processing

Mid level Processing: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object detection and verifica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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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空间滤波器、傅里叶、小波滤波器等

Feature Design + Classification:

SIFT, Symmetric, HOG 

SVM, AdaBoost, Bayesian and etc.

Segmentation & Object Detection:

Water-shed, Level-set, Active shape and etc.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Edge Detection

Edge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Haar Feature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Local Symmetric 局部对称性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SIFT 尺度不变特征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Object Detection = Feature Design + Classification

HOG 方向梯度直方图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WaterShed 分水岭算法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ASM (Active Shape Model) 主观形状模型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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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Neural Network

A 2-layer Neural Network (one hidden 
layer of 4 neurons (or units) and one 

output layer with 2 neurons), and 
three inputs.

A 3-layer neural network with three inputs, 
two hidden layers of 4 neurons each and 

one output layer. 

Logistic regression or SVMs are a special case of Neural Networks.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Convolution Layer: where the feature learning happens

Pooling Layer: primarily used to help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extract prominent features

Full Connection Layer: full connected to activations in the previous layer for classification. Legacy from classic ML.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CNN => RCNN => SPPNET => Fast-RCNN => Faster-RCNN ====> YOLO

Detection      ==>      Classification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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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计算机视觉能力



腾讯云计算机视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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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分析

痛点：
• 需要处人工理大量图片，重复劳动
• 人工检测的准确度和稳定性没有保

障，人员流程性大
• 生产过程中的唯一的“人工”瓶颈

• 方案：
• 通过AI代替人工检测，节省人力成本
• 检测进一步标准化、结构化，提高良品率
• 自动衔接产线上下游制程



应用案例分析

基于AOI采集的图片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图像
识别的方式来达到以下目的：
1. 缺陷分类，分割；
2. 缺陷大小及位置的定位；
3. 缺陷影响电路的范围和程度（电路异常的断线，

相交等）

人工智能在面板缺陷检测中的难点：
1. 不同制程中拍摄的面板照片内容不同；
2. 不同产线（产品）中拍摄的面板照片内容不同；
3. 由于产线的机械问题，同一制程中拍摄的面板

照片可能会有误差（但不是缺陷）；
4. 缺陷所处的位置以及自身大小没有规律，影响

的pixel也不同；
5. 已知的缺陷类型繁多，超过200+，很多缺陷

出现频率低，数据量低，无法进行学习；
6. 可能出现新的缺陷类型；



CS131 Computer Vision: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131_fall1415/schedule.html

CS231A Computer Vision: from 3D reconstruction to recognition:

http://cvgl.stanford.edu/teaching/cs231a_winter1415/schedule.html

CS231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Visual Recognition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231n/

机器视觉入门学习资源

数学，统计学，模
式识别，机器学习

AI工程能力

AI 产品开发及
应用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131_fall1415/schedule.html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cvgl.stanford.edu/teaching/cs231a_winter1415/schedule.html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231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