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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卷积神经网络方法下调制识别时间较长，网络较复杂等问题，本文将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与门控循环单元（Gated Recurrent Unit，GRU）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

CNN-GRU 的调制方式识别方法。首先利用 CNN 卷积运算提取信号的空间特征，然后利用 GRU 提取到信号的时

序相关性，最后利用 softmax 层输出识别概率，达到多调制识别的目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没有信道和噪声等先

验信息的条件下，该方法的识别性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能有效识别 16QAM、64QAM 等 11 种调制类别，且该

方法的复杂度较低，大大节省了训练识别时间，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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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信号调制识别技术是一直是无线通信领域的

一个研究热点，广泛应用于军事、民用领域，例如

电子对抗、信号监测与信息获取等，是认知无线电、

感知频谱的基础[1-3]。近年来，调制识别技术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信号不同调制方式的识

别和不同信道、噪声条件下的信号调试识别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较为实用的成果，包括最

大似然法[4] [5]、高阶累积量法[5] [6]、循环谱算法[7] 和

KS 检测算法[1] [8]等。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信号的调制方式种

类也多种多样，如何在不同信噪比以及不同信道条

件下有效区分多种调制方式仍是一个研究的难点

问题，目前该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N.Ghani 提出

了利用 AM、QPSK 等信号的平方谱谱峰数以及功

率谱的差异进行分类[9]，该方法能对 10 种调制方式

进行识别，但是仅限于 AWGN 信道。2007 年，

K.Maliatsos 等人首次引入小波变换[10]，先通过小波

变换来降低噪声的影响，然后提取特征进行调制识

别，实现了 PSK、FSK、ASK 和 QAM 的多种调制

方式的识别，同时降低了计算复杂度，但是没有分

析信噪比低于 10dB 时算法的性能。近年来，深度

学习逐渐应用到调制识别领域，与传统的机器学习

相比，深度学习不需知道关于调制信号的信息，具

有直接从原始数据自动学习特征的优点。2016 年，

Timothy J O’Shea 等人提出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

11 种调制信号进行分类[11]，结果表明，该方法优于

传统的识别方法，在识别种类和准确率上都有所提

高，但是对 QPSK的识别率较低，同时算法的运算

时间较长。2017 年，Krishna Karra Krishna Karra 等

提出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Hierarchical Deep Neural 

Networks,H-DNN）的识别方法[11]，该方法解决了文

献[11]中对 WBFM 识别率不高的问题，但是产生了

新的问题，4-QAM 和 16-QAM 之间的识别率有所

降低。2018 年，Rundong Li 等提出了基于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的鲁棒自动 VHF 用于调制识别[13]，该方

法提高了抗噪声性能和算法的鲁棒性，但是识别种

类有所降低，共识别了 7 种调制方式，同时网络复

杂度有所增加。文献[14]中首次将 CNNs 和 LSTM

结合的卷积长短期深层神经网络应用于调制识别

领域，相比于 CNNs 识别网络，CLDNN 由于网络

深度的增加，识别性能得到了提高。 

本文将卷积神经网络与门控循环单元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卷积门控循环单元神经网络的信号多

调制方式识别。该方法首次将 CNN 与 GRU 相结合

应用于调制识别领域，同时减少卷积层的数目，构

建成一个更简单的神经网络达到了调制识别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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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文提出的 CNN-GRU 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

网络层数与训练参数减少，识别时间大大减少；（2）

无需信道、噪声等先验信息，调制识别率得到了一

定的提高。 

1 网络描述 

1.1卷积神经网络 
CNNs 是一种前馈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在

图像处理中具有平移不变性的特点，因此一直是图

像识别领域的核心算法之一。标准的 CNNs 一般由

输入层、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组成

[15]，如图 1 所示。 

… … … 

输入层 卷积层 池化层 卷积层 池化层 全连接层 输出层  
图 1 标准卷积神经网络 

Fig.1  Standar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1.2 门控循环单元 
GRU 是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它能将预测信息的前面若

干输入和后面若干输入共同利用，这样预测会更加

准确。GRU 的网络结构如下图 2 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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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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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RU 网络结构图 

Fig.2  GRU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1.3 GRU的前向传播 
 

GRU 的前向传播公式为： 

 

 
 

（1） 

其中[]表示两个向量相连，*表示矩阵的乘积。 

2 实验数据与 CNN-GRU网络 

2.1实验数据库 
调制识别的数据库来源于 Timothy J O’Shea 公

开的 RML2016.04C[17]和 RML2016.10a[18]数据集，

该数据集是由 I/Q 两路数据组成，是一个包括每次

采样数据的同相和正交分量，维数为 2 128 。两个

数据集分别由 220000个调制数据样本和 162060个

调制数据样本组成[19]，共包含 11 种调制类别，其

中包括 AM-DSB,AM-SSB，WBFM 三种模拟调制

和 BPSK，8PSK，CPFSK，GFSK，4QAM，16QAM，

64QAM 和 QPSK 等 8 种数字调制。这些数据在

SNR=-20dB 到 SNR=18dB 上以 2dB 间隔近似均匀

分布，这些调制数据样本使用真实的语音和文本信

号，经过衰落、多径和加性高斯白噪声等信道条件

下获得，因此逼近真实场景数据。与 RML2016.04C

数据集相比，RML2016.10a 数据集通过了更加严格

的信道条件。 

2.2 网络结构 
本文采用的 CNN-GRU 网络由两个卷积层、一

个 GRU 层和一个全连接层两个卷积层组成。两个

卷积层采用修正线性单元 ReLU 作为激活函数，全

连接层采用软最大函数 SoftMax 作为激活函数对

11 种调制数据进行分类，同时卷积层和 GRU 层采

用丢失输出 Dropout防止出现过拟合的现象。同时，

选用 Adam作为梯度下降优化算法，具体网络结构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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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层
Sample I/Q

2× 128

卷积层
ReLU

128×1×3

卷积层
ReLU

32×2×3

GRU层
128

全连接层
SoftMax

11

输出层
11

 
图 3  CNN-GRU 网络结构图 

Fig.3  CNN-GRU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输入层为 I/Q 两路的 2 128 维度的调制数据，

第一层卷积层卷积核大小为1 3 ，个数为128 个。
第二层卷积层卷积核大小为 2 3 ，个数为 32 个。
GRU 层神经元个数为128 个，最后一层全连接层
神经元个数为11个，对应11种调制类型。 

2.3 网络实现 
首先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Keras 中的

Reshape 函数将 维度的调制数据转换为

（None,1,2,128）的 4D 张量,依次代表（样本数、图

像高度、图像宽度、图像通道数），作为卷积层的输

入。经过两层卷积层的卷积后，输出为

（None,128,1,124）的维度为 32 124 的 4D 张量。

因为 GRU 层的输入要求为 3D 张量，所以再次使

用Reshape函数将4D张量转换为（None,128,124），

将 32 作为 GRU 网络输入序列的维度，124 作为

GRU 网络输入序列的长度输入到 GRU 网络中[19]。

经过公式（1）（2）（3）的双向运算后，输出 2D 张

量（None,128）。然后传递到最后的全连接层中。 

2.3.1卷积层的学习 

卷积层的作用主要是进行信号的特征提取，卷

积过程为多个卷积核分别对前一层的特征图进行

卷积，实现特征提取和映射，一层卷基层通常包括

很多个卷积核，从而实现了信号的多特征提取。在

卷积神经网络中，每个特征图进行卷积运算时都使

用相同的权值，这一过程成为权值共享，如下图所

示。权值共享不仅可以减少模型的参数数量，还可

以保持对输入的位置、尺寸和大小具有位移不变性。 

 
图 4 CNN-完全权重共享 

Fig.4  CNN- Full weight sharing 

在卷积层中，假设卷积层的输入为
A BX R 

 ,其中A

表示输入信号的特征的数量，B 表示输入信号的数
量。令 1 2[  ]Bx x x x L ，其中 表示信号 b 的特征

矢量。卷积层的激活可以计算成： 

2 128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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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 )
s

T
j k b j b k j

b

h w x a
 



          (3) 

其中 ,j kh 表示第 j 个特征图的卷积网络输出， ,
T
b jw 为

第 j 个卷积器的权值参数，s 是卷积器的大小，

是第 j 个特征图的偏置。输入和卷积器进行加权平

均后，由非线性激活函数 计算得到网络的输出结

点值。通过公式（4），卷积层实现了特征图的卷积，

得到了相应的输出特征。本文采用的非线性激活函

数 为 ReLU,具体表达式如公式（5）所示。 
                             

ReLU( ) max(0, )x x               (4)                               

卷积层的输入通道数由输入 4D 张量的通道

数决定。输出张量的通道数由卷积层的输出通道

数决定。输出张量的高度和宽度计算公式如下。  
                 

( 2 ) / 1
( 2 ) / 1

out in kernel

out in kernel

height height height padding stride
width width width padding stride

    

    

   (5) 

其中， outheight 代表卷积层输出张量的高度，

inheight 代表卷积层输入张量的宽度， kernelheight 代

表卷积核的高度，padding 代表扫描方式，本文选

择的是 valid。stride代表卷积核个数， outwidth 代表

输出张量的宽度， in kernelwidth width和 分别代表卷积

层输入张量的宽度与卷积核的宽度。 

2.3.2 GRU的训练过程 

从前向传播过程中的公式可以看出要学习的参数

有 , , ,r z h ow w w w  。其中前三个参数都是拼接的（因

为后先的向量也是拼接的），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

需要将他们分割出来： 

~ ~ ~

r rx rh

z zx zh

h hx hh

w w w
w w w
w w w

 

 

 
 

 
 

(6) 

                                                             
输出层的输入为 i

t oy w h   ，输出层的输出为

( )o i
t ty y  。 

在得到最终的输出后，就可以写出网络传递的损失，

单个样本某时刻的损失为   ，单个

样本在所有时刻的损失为
1

T
tt

E E


  ，采用后向误

差传播算法来学习网络，先求出损失函数对各参数

的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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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中间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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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算出各参数的偏导后，就可以更新参数，通过依次

迭代得到损失收敛。 

2.3.3 softmax层 

全连接层采用的是 softmax 函数，其可以用于

多分类问题，将多个神经元的输入，映射到（0,1）

之间，每个映射可以看成输出概率，从而进行多分

类。假设调制数据的样本标签 y含有 k个不同的值，

对 于 训 练 样 本
(0) (0) ( ) ( ){( , ), , ( , )}m mx y x yL ， 有

( ) {1,2, , }iy k L  。对于输入样本 x，softmax 层会计

算出样本中所对应的类别 j的概率估计 ，表示的是
x的类别概率，学习的假设函数 ( )h x

 如下所示：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
( 2 | ; ) 1( )

( | ; )

T i
j

T ii i
j
T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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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x

T ii i
j j

xp y x
xp y x

h x
e

xp y k x








 

  
  

     
  
  

     


LL

    (9) 

式中，
1

1 2, , , n
k R  


L 是模型参数。为了简化模型，

定义函数 
1,     =

{ }
0,  

true
l

false






 


 

(10) 

 Softmax 的代价函数进一步可以表示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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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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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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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k 个值进行叠加，得到网络将样本 x分类为类别

j  的概率为： 
( )

( ) ( )

( )
1

( | ; )
T i
ji i

k T i
jl

e x
p y j x

e x




 


 

 
(12) 

 
其中，最大的概率时对应着样本 x的分类类别。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实验环境 
实验运行在 Windows7 系统下，CPU 为

Intel(R)Core(TM)i5-4210U，无 GPU 的参与，内存

为 12G。网络搭建的深度学习库采用 Keras，后端

选择的是TensorFlow。网络训练做大次数为 100次，

采用 EarlyStopping 函数，将网络的训练损失函数设

置为监测值，当监测值超过5次训练未发生下降时，

网络将停止训练并输出训练结果。将两个数据集的

各个信噪比下的 50%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其余 50%

的调制数据作为检测数据。 

3.2网络训练分析 
本文提出的 CNN-GRU 网络在两个数据集下

的训练与测试损失函数如图 4、图 5 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调制环境较为理想的 RML2016.04C

下，经过大约30次训练网络的损失函数趋于稳定；

在 RML2016.10a 下，大约经过 60 次训练，网络的

损失函数趋于稳定。而且两者的训练损失函数与测

试损失函数较为平滑且较为接近，没有出现明显的

波动，说明本论文提出的网络训练过程良好，未出

现过拟合或欠拟合的问题。 

 
图 5 RML2016.04C 下 CNN-GRU 的训练次数与损失函数图 

Fig.5  Training times and loss function diagram of cnn-gru under RML2016.04C 

 
图 6 RML2016.10a 下 CNN-GRU 的训练次数与损失函数图 

Fig. 6 training times and loss function diagram of cnn-gru under rml2016.10a 

3.3正确识别率对比 
3.3.1 RML2016.04C条件下的正确识别对比 

从图 6 可以看出，随着信噪比的提高，本文识

别网络的识别率高于 CNN2。并且在 SNR=-2dB 时

识别率便达到了 90%以上。图 7、图 8、为识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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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矩阵，反映了各个调制方式的识别情况。从图 7

和图 8 可以看出，算法识别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对

8PSK的识别效果增强。 

 
图 7 RML2016.04C 下 CNN-GRU 与 CNN2 识别率对比图 

Fig. 7 Comparison chart of cnn-gru and CNN2 recognition rate under RML2016.04C 
 

3.3.2 RML2016.10a条件下的正确识别率 

下面对比了 RML2016.10a 条件下不同信噪比

的 CNN-GRU的正确识别率。由图 8-11可以看出，

随着信噪比的提高，调制识别性能得到了提高，主

要是 QPSK 和 WBFM 的调制识别准确率随着信噪

比的提高得到了改善。 

 
 

 

 

 
Figure 8.SNR=-8dB 时, CNN-GRU 的正确识别率  Figure 9.SNR=0dB 时,CNN-GRU 的正确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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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SNR=6dB 时, CNN-GRU 的正确识别率  Figure 11.SNR=18dB 时, CNN-GRU 的正确识别率 

 

4 结论 
本 文 基 于 公 开 的 RML2016.10a 和

RML2016.04C 两个数据集，研究了 11 种调制方式

的识别问题。本文方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双向长

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建立了 CNN-GRU 的调制识别

网络，充分利用 CNN 的在图像处理中的优势和

GRU 的前后时序相关性，达到了区分 11 种调制方

式的目的。实验结果表明，其大大降低了网络复杂

度，调制识别性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下一步将重

点研究在信噪比低于-14dB 时，如何有效提高算法

的识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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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ulation recognition using Cnvolution Gated Recurrent Unit 
Networks 

TAN Jiyuan1 ,ZHANG Limin2 , ZHONG Zhaogen3 
(1.Graduate Team 1st,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2.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Fusion,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3.School of Basis of Aviation,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ng modulation and recognition time and complexity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 

modulation method based on CNN-GRU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nd Gated Recurrent Unit)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the signal are extracted by CNN convolution operation, then the timing correlation of the signal is extracted 

by GRU and finally the recognition probability is output by using the softmax lay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ulti-modulation 

recogni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ethod is further improv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prior information such as channel and noise, and 11 modulation categories such as 16QAM and 64QAM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thod is low, which greatly saves. The training identification time has goo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modulation recogni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Gated Recurrent Unit；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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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自编码的雷达 HRRP小样本目标识别 
郭  晨，孙  顺，丁自然，张筱晗 

（海军航空大学 信息融合研究所 山东 烟台 264001） 
摘  要：针对实际应用中 HRRP 样本包含少量有标签和一定量无标签样本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自编码

的特征提取方法。卷积自编码中的编码器和解码器均由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利用标签数据对卷积自编码训练完

成后，将编码器作为特征提取器构建卷积神经网络，再用少量有标签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所提方法可充分利用

无标签样本与有标签样本的信息。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上述两种方法均可以取得较好的识别结果。 

关键词：高分辨一维距离像；目标识别；小样本；卷积自编码

中图分类号：O441.3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高分辨一维距离像（HRRP）为宽带雷达获取

的目标散射点回波在雷达视线方向投影的向量和，

它包含了目标的大量信息，如目标散射体分布，目

标结构等信息，且与二维距离像相比，更容易获取

和储存，因而成为雷达自动目标识别的热点。在实

际应用中，尤其战时，电磁环境复杂，待识别目标

多为非合作目标，机动性较强，较难获取其足够多

的 HRRP 数据。因此，在雷达目标识别领域，小样

本条件下的雷达目标 HRRP 识别是亟需解决的难

题之一。 

目前已有一些针对小样本雷达 HRRP 目标识

别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对 HRRP 进行统计

建模[1–5]，模型自由度和样本数量之间较难权衡 2) 

对高维 HRRP 进行降维[6–8]，如 LDA，PCA，SVD，

这类算法通过降低 HRRP 特征维度来减少分类器

所需的训练样本数量，但同时会导致 HRRP 部分有

效信息损失，识别性能降低。3）利用字典学习的方

法对 HRRP 进行稀疏重构。如稳定字典学习(Robust 

Dictionary Learning)[9,10]，K-SVD[11]，多任务稀疏学

习[12]，这类方法利用字典对 HRRP 进行稀疏表示，

每类目标对应一个字典，通过最小重构误差准则求

解最优类别标号，这类方法也需要角域完备的

HRRP 数据才能获取较好的识别性能。4）利用深度

网络提取 HRRP 的深度特征，如判别深度自编码

(Discriminant Deep Auto-Encoder, DDAE )[13]，深度

网络可以更好的提取 HRRP 的高阶特征和全局共

享信息。 

栈式自编码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是两种可有

效提取目标 HRRP 本质特征的深度神经网络，两者

具有不同的优点及局限性。栈式自编码分为两个部

分，编码器和解码器，编码器与解码器互为镜像。

编码器可看成一种非线性降维网络，编码器中各隐

藏层输出均可作为目标特征，通常利用最深一层的

特征进行目标分类与识别，解码器可看成一种非线

性重构网络，保证自编码模型的输出与输入尽可能

相同，因此自编码适用于无标签样本。传统栈式自

编码包含多个隐藏层，采用逐层贪婪法（Greedy 

Layer-wise）对模型进行训练，当层数过多时，容易

产生特征失效的现象。卷积神经网络主要包含卷积

层，池化层，全连接层。卷积层与池化层主要负责

提取目标特征，全连接层则作为分类器对卷积层提

取的特征进行分类识别。在反向传播过程中，利用

随机梯度下降法更新模型参数，网络层数较深时，

可采用残差机制预防网络退化现象。卷积神经网络

参数较少，模型泛化性能好，其提取的特征具有一

定的不变性，但网络训练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有标签

数据，数据量不够会导致欠拟合现象的产生。 

实际应用中，存在训练样本包含少量有标签样

本和一定数量的无标签样本的情况，目前已有方法

需根据 HRRP 的标签信息来进行分类识别，对无标

签样本的利用率较低。无标签样本虽不包含类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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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但与有标签样本一样，包含丰富的目标的结构

特征信息。为充分利用无标签样本，提高小样本条

件下的目标识别正确率，本节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

自编码的半监督学习方法，该方法包含两个部分，

基于卷积自编码的无监督学习和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有监督学习。 

1  卷积自编码模型 

1.1  模型结构 
卷积自编码[14]将卷积神经网络与自编码相结

合。与普通自编码模型相同，卷积自编码也包含编

码器和解码器，且编码器和解码器互为镜像。不同

的是，编码器由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解码器由去

卷积层和上采样层组成。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卷积自编码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of CAE 

如图 1 所示，编码器包含四个卷积层 C1~C4，

卷积核大小均为 3×1，个数分别为 16、32、32 和
64，激活函数均采用 ReLU 函数，表达式为

( ) max(0, )f x x 。每个卷积层后接一个池化层，

编号分别为 P1~P4，所有池化层均采用最大池化，

步长为 2。 

解码器包含四个去卷积层 DC1~DC4，卷积核

大小均为 3×1，个数分别为 32、16、16 和 1，
DC1~DC3采用ReLU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由于DC4

的输出结果 x̂ 为输入 x 的重构， x̂ 需满足条件

ˆ [0,1]dx  ，d 为输入维度，因此DC4采用Sigmoid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表达式为 ( ) 1 / (1 )xf x e
  。

上池化层 UP1~UP4 采用重采样方法对输入进行扩

增，步长为 2。 

1.2卷积与反卷积 
反卷积（Deconvolution）又称转置卷积，为卷

积的逆过程，反卷积的工作原理与卷积层相似，但

是功能相反。卷积层的前向传播（反向传播）过程

与反卷积的反向传播（前向传播）过程相同，卷积

和反卷积过程如图 2 所示。 

 

(a) 卷积 
(a) Convolution 

 

(b) 反卷积 
(b) Deconvolution 

图 2 卷积与反卷积 
Fig. 2 Convolution and deconvolution 

1.3  池化与上采样 
池化与上采样可看做为逆过程，池化层用于特

征降维，上采样用于特征扩维，池化层与上采样层

均无参数需要更新。池化层采用最大池化操作进行

特征降维，步长为 2，输入特征经过池化操作后维

度减半。上采样层采用重采样方法进行特征扩维，

输入特征经过池化操作后维度增加一倍。池化与上

采样过程如图 3 所示。 

 

(a) 池化 
(a) Pooling 

 

(b) 上采样 
(b) Up-sampling 

图 3 池化与上采样 
Fig. 3 Pooling and up-sampling 

目标函数采用二元交叉熵（Binary Cross-

entropy）损失函数，表达式为 

1

1 ˆ ˆlog (1 ) log(1 )
m

i i i i
i

L x x x x
m 

      (0-6) 

其中， ix 为第 i 个输入样本，ˆix 为模型对应 ix
的输出，m 为小批量样本的个数。通常，自编码模

型通过在目标函数中添加正则项来防止模型过拟

合现象产生。本模型则通过在训练过程中随机丢失

（Dropout）部分权重来防止过拟合现象产生。 

2  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的卷积层和池化层的结构与参数与卷积

自编码的编码器完全相同，在此基础上，加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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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输出层，组成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示意图 
Fig. 4 Structure of CNN 

在训练卷积自编码过程中，训练样本虽无标签但角

域完备，编码器已具有提取 HRRP 完备角域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进行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损失函数采

用交叉熵损失函数。 

3  仿真实验与分析 
3.1  数据集与实验步骤 
本节所有实验采用五类载具目标 A~E 的 HRRP 实

测数据集，从测试样本总数据集中等间隔（间隔为

5）的抽取 22500 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训练数据

集分为两种，无标签训练样本通过对训练总数据集

等间隔（间隔为 5）采样得到，样本数量为 22500，

有标签训练样本集通过对训练总样本等间隔（间隔

分别为 200、100、50、35，25）采样获得，样本数

量分别为 562、1125、2250、3124、4500。所提模

型的实验步骤如下： 
 
无监督训练过程： 

输入：无标签训练样本 

输出：卷积自编码中编码部分的结构与权值 

步骤 1 按照图 1 中模型 A 构建卷积自编码模

型，初始化模型权值，卷积层的权值

{ , }c c ck b 
，  c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2 / ( )i on n
的正态分布，其中 in

和 on
分别

为相应层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的维度。 

步骤 2 前向传播，根据式(0-6)计算每个迭代过

程中小批量样本的损失函数。 

步骤 3 反向传播，利用链式法则计算梯度，并

利用随机梯度下降法进行参数更新。 

步骤 4 重复步骤 2、3，直到损失函数收敛且不

再下降，结束训练过程，保存模型结构与权重。 
 

有监督训练过程： 

输入：有标签训练样本 

输出：卷积神经网络 

步骤 A 按照图构建卷积神经网络，初始化模型

权值，用卷积自编码编码器训练得到的权值对

卷积层的权值进行初始化，全连接层的权值W

服从正态分布，
~ (0, 2 / ( ))i oW N n n

。 

步骤 B 前向传播，根据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计算每个迭代过程中小批量样本的损失函数。 

步骤 C 反向传播，利用链式法则计算梯度 

步骤 D 重复步骤 B、C，直到损失函数收敛且

不再下降，结束训练过程，使用测试数据进行模

型有效性的验证。 

3.2  实验结果分析 
本节选取了 5 种对比模型，包含 2 种深层学习

网络：栈式自编码（Stacked Auto-Encode，SAE）、

随机失活自编码（Dropout Auto-Encoder，DAE）和

三种经典的浅层算法：K-SVD、LSVM 和 PCA，其

中，SAE 和 DAE 均包含三个隐藏层，隐藏层单元

数分别为：300、100 和 50，DAE 的随机丢失率为
0.7。SAE 和 DAE 的训练方法与所提方法相同，先

利用无标签数据集对 SAE 和 DAE 进行训练，取其

编码部分连接输出层，输出层可看成非线性分类器，

利用有标签数据对输出层进行训练。K-SVD 的字典

个数为 300，稀疏度为 50，LSVM 直接对原始数据

进行分类，PCA 将 HRRP 的维度降至 50，再用
LSVM 进行分类。在不同训练样本个数下，对各模

型进行仿真实验，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各算法的识别正确率随样本数量的变化情况 

Fig. 5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each algorithm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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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以看出，在浅层算法中，LSVM 和

PCA 在不同样本条件下的识别结果相近，且明显好

于 K-SVD 的相应识别结果，样本数量对浅层算法

的影响较大，当样本个数较少时，三种浅层算法的

识别正确率均明显降低。不同训练样本个数条件下，

深层模型的识别正确率明显好于浅层模型。在深层

模型中，所提模型的正确识别率最高，SAE 和 DAE

识别正确率略低于所提方法。自编码模型提取的通

常为全局特征，而卷积层提取的特征为所有局部特

征的叠加，与普通自编码相比，卷积自编码模型提

取的特征可以更好的表征目标的完整信息。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实际应用中存在的 HRRP 样本仅部

分有标签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自编码的特征

提取方法。所提方法属于半监督学习方法，充分利

用了无标签 HRRP 样本与少量有标签 HRRP 样本

的信息。卷积自编码包含编码器和解码器两部分，

编码器用于提取目标特征，解码器用于样本重构，

编码器和解码器均由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卷积自

编码结合了卷积神经网络和自编码模型的优点，即

可以利用卷积层和池化提取目标的局部特征，并减

少冗余信息，又可以利用无标签样本更新模型权值。

卷积自编码训练完成后，将卷积自编码的编码器部

分与全连接层和输出层相连即可组成卷积神经网

络，再用少量有标签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仿真实

验表明，所提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半监督条件下的样

本信息，能够获取较高的识别正确率，且利用该方

法得到的模型收敛速度快，识别结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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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Target Recogni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with 
Small Data Size 

Guo Chen，Sun Shun，Ding Ziran，Zhang Xiaohan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Fusion Yantai Shangdong 264001，China） 

Abstract: For the conditions that only part of HRRP samples has labels, a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is proposed.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encoder and decoder, which 

are both composed of convolutional layer and pooling layer. After the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is trained with 

unlabeled samples, the encoder part will be employed as the feature extractor to form a new CNN, and a small amount 

of labeled data is used to train the model.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information of unlabeled 

HRRP samples and labeled HRRP samp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s can achieve 

good recognition accuracy. 

Keywords: high resolution range profile; target recognition; small data size;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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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钢筋数量识别 

董 伟，金立左，柴琳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发展，调研当下的目标检测算法选择了速度快精度高的

目标检测算法，并结合应用场景钢筋截面目标的特点进行了 Anchor重分配，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算法可以很

好地解决钢筋技术问题。 

关键词：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目标检测；Anchor 重分配 

中图分类号：O441.3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对于本次研究中钢筋数量计数是一个目标检

测问题，从计算机视觉发展至今，许多专家学者在

这方面做出了无数优秀的成果。Viola-Jones检测器
[1],[2]提取 Haar-like 特征使用 Adaboost 级联分类器

来检测目标，它使得人脸检测问题达到实用标准，

检测 384*228 的图片只需要 0.067 S。同时提出了

目标检测通用框架即候选区域提取，目标特征提取

和特征分类。但该算法对侧脸图像的检测不佳，而

且使用滑窗法来获得目标出现的所有可能位置会

带来大量的冗余窗口使得在速度和精度方面无法

让人满意。RCNN 是将卷积神经网络引入目标检测

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将传统的滑窗法替换为选择性

搜索，利用 CNN 网络提取特征和构建分类器，极

大的提升的目标检测的精度。但是由于其缺点也很

明显那就是算法的运算速度太慢，难以满足实际需

求。文章将首先从两个方面来描述一下目标检测领

域的发展与研究现状。之后为解决此次问题对算法

进行调研选择，调研领域包括目标检测和实例分割，

通过比较选择目标检测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单阶段

和双阶段的目标选择算法进行比较，确定了单阶段

的 YOLOV3 算法作为此次的工程算法。最后对应

用场景下目标大小变化单一的特点结合算法做出

重新调整 anchor 的改进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改进算

法的优势。 

1  研究现状 
 

1.1  传统目标检测方法 
传统目标检测方法大体分成三部分，区域选择、

特征提取以及分类。典型检测器算法有 Viola-Jones 

检测器[1]，[2]，HOG 行人检测器[3]等。级联分类器[4] 

最先由 Paul Viola and Michael J. Jones 在 CVPR 

2001 中提出来，这个算法第一次使目标检测成为现

实。不过，由于原始的 Haar 特征太简单，只适合做

刚性物体检测，无法检测行人等非刚性目标，所以

又提出了 HOG+SVM 结构。 

可变形部件模型，Deformable Part based Model，

即 DPM[5]，是基于经典手工特征的检测算法发展的

顶峰，连续获得 VOC07、08、09 三年的检测冠军。

DPM 最早由芝加哥大学的 P. Felzenszwalb 等人提

出，后由其博士生 R.Girshick 改进[6]-[8]。2010 年，
P.Felzenszwalb 和 R. Girshick 被 VOC 授予“终身成

就奖”。DPM 的主要思想可简单理解为将传统目标

检测算法中对目标整体的检测问题拆分并转化为

对模型各个部件的检测问题，然后将各个部件的检

测结果进行聚合得到最终的检测结果，即“从整体

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一个过程。例如，对行

人的检测问题也可以类似地被分解为对人头、四肢、

躯干等部件的检测问题。 

1.2 深度学习目标检测方法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尤其是计算机视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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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变革者”，已经是众人皆知了。与深度学习

模型在图像分类任务上完全碾压其他经典模型类

似，深度学习模型在目标检测领域也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本研究选择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早在1989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Yann LeCun 就和他的同事

提出了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即卷积神经

网络。它是一种包含卷积层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通常一个卷机神经网络架构包含两个可以通过训

练产生的非线性卷积层，两个固定的子采样层和一

个全连接层，隐藏层的数量一般至少在 5 个以上。

2012 年 10 月，Hinton 教授以及他的学生采用更深

的卷神经网络模型 AlexNet[9]在著名的 ImageNet问

题上取得了世界最好结果，该成绩低于历史记录接

近 10 个百分点的错误率，使得对于图像识别的领

域研究更进一步。深度学习再一次掀起了业界的研

究热潮，也是从这开始，越来越多的更深的神经网

络被提出。为了提高运行速度和网络运行规格，

Alexnet 在两块 GPU 上运行，每个 GPU 负责一半

的运算处理，其网络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Alexnet 网络图 
Fig.1 Network of Alexnet 

2  算法调研 

传统方法鲁棒性差，容易受到诸如光照，物体

变形等因素的影响，深度学习方法可以通过在网络

中隐式的学习来改善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充分利用

到具体场景中的先验知识。本次研究目的在于实现

图像中钢筋数量的计数，钢筋的直径变化范围较大

且截面形状不规则、颜色不一，拍摄的角度、距离

也不完全受控，这也导致传统算法在实际使用的过

程中效果很难稳定。同时一辆钢筋车一次会运输很

多捆钢筋，如图 2 所示。 

 

图 2 实际场景下钢筋重叠图 
Fig.2 Picture of rebar overlap in actual scene 

如果直接全部处理会存在边缘角度差、遮挡等问题

效果不好，传统方法需要用单捆处理+最后合计的

流程，这样的处理过程就会需要对捆间进行分割或

者对最终结果进行去重，加之图像背景嘈杂，因此

难以传统方法难以处理这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根据任务的需要可将图像理解分为主要三个层次：

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图像分割，其中目标检测与

图像分割是三个层次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实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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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思想。 

2.1方案介绍 
2.1.1  图像分类 

图像分类是将图像结构化为某一类别的信息，

用事先确定好的类别或实例 ID 来描述图片。这一

任务是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图像理解任务，也是深

度学习模型最先取得突破和实现大规模应用的任

务。其中，ImageNet 是最权威的评测集。在应用领

域，人脸、场景的识别等都可以归为分类任务。图

像分类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图像分类 
Fig.3 Image classification 

2.1.2  目标检测 

分类任务关心整体，给出的是整张图片的内

容描述，而检测则关注特定的物体目标，要求同

时获得这一目标的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相比分

类，检测给出的是对图片前景和背景的理解，我

们需要从背景中分离出感兴趣的目标，并确定这

一目标的描述即类别和位置。因而，检测模型的

输出是一个列表，列表的每一项使用一个数据组

给出检出目标的类别和位置，常用矩形检测框的

坐标表示。目标检测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目标检测 
Fig.4 Objection detection 

2.1.3  图像分割 

分割包括语义分割和实例分割，前者是对前背

景分离的拓展，要求分离开具有不同语义的图像部

分，而后者是检测任务的拓展，要求描述出目标的

轮廓，这相比检测框更为精细。分割是对图像的像

素级描述，它赋予每个像素类别或者实例意义，适

用于理解要求较高的场景，如无人驾驶中对道路和

非道路的分割。对于此次研究中的钢筋数量识别，

同时也是可以使用图像分割中实例分割。语义分割、

实例分割示意图分别如图 5、图 6 所示。 

 

图 5 语义分割 
Fig.5 semantic segmentation 

 

图 6 实例分割 
Fig.6 instance segmentation 

2.2 方案评估与选择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实例分割对图像标注要求

更高，而且通常用于实例分割的网络需要消耗更多

的硬件资源。当前实例分割的发展落后于目标检测，

这也是因为实例分割可以看成是更加精细的目标

检测，其无论是对于训练数据本身还是算法的设计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此次的钢筋数量识别问

题中，任务需要只需要算法能够定位每个钢筋界面

所在位置并进行计数，并不需要进行精细的实例分

割信息，所以本次研究采取目标检测方法。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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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广泛的目标检测算法主要可以分为

one-stage 和 two-stage 算法，主要的划分依据是算

法中是否存在类似 Region proposal network[10]功能

的预选框推荐。两种类型的算法各有各的特点，适

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下一个节将对两种目标检测

的方法，one-stage YOLO 和 two-stage RCNN 的经

典算法进行简单地介绍并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此次

研究的基础算法。 

3 经典目标检测算法 

近年来，深度学习模型逐渐取代传统机器视觉

方法而成为目标检测领域的主流算法。目前目标检

测算法主要分为以 RCNN 系列为代表的 two-stage

算法和 YOLO 为代表的 one-stage 算法。 

3.1  Two-stage算法 Faster RCNN[10] 
在 2015 年，在 Fast-RCNN[11]被提出后不久，

Shao qing Ren、Kai ming He 以及 Girshick 很快提出

了 Faster-RCNN 算法。Faster-RCNN 是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端到端的深度学习检测算法，对 640×480

大小的图像可以达到 17 FPS，是第一个准实时的深

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Faster-RCNN 在 VOC07 上

在此将 mAP 由 70.0%提升至 78.8%。Faster-RCNN

最大的创新点在于设计了候选区域生成网络，即

RPN，并在其中设计了“多参考窗口”的机制，将
Selective Search 或 Edge Boxes 等外部 Object 

proposal 检测算法融合到同一个深度网络中实现。

从 R-CNN[12]到 Fast RCNN 再到 Faster-RCNN，候

选区域生成，特征提取，候选目标确认和包围框坐

标回归逐渐被统一到同一个网络框架之中。检测精

度由R-CNN的 58.8%提升至 Faster-RCNN的78.8%，

检测速度也由每帧几十秒提升至准实时检测速度。

Faster RCNN 算法结构示意图图 7 所示。 

 

图 7 Faster RCNN 网络结构 
Fig.7 Network of Faster RCNN 

3.2  One-stage算法YOLOV3[13] 
YOLOV3 是第一个一体化卷积网络检测算法，

由 Joseph 和 Girshick 等人在 2018 年提出。该算法

延续了 YOLOV1[14] 、YOLOV2[15]版本速度快的特

点，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YOLOV1 虽然检速

度快但是小目标检测效果较差，其定位的准确度也

稍有不足。这主要是由于 YOLO 没有采用类似

Faster RCNN 中的“多参考窗口”的机制处理多尺度

窗口问题。在 YOLOV3 中，作者对其进行了改进，

借鉴了 SSD[17]算法来解决算法对于不同尺度目标

的检测精度不足问题。通过引入多尺度预测和以及

使用更好的基础分类网络与分类器，使得 YOLOV3

在速度和精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 320x320

大小的输入图像，该算法可以达到50FPS。YOLOV3 

算法结构示意图图 8 所示。 

 

图 8 YOLOV3 网络结构 
Fig.8 Network of YOLOV3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可以适用

于嵌入式设备的钢筋自动计量算法，因此无论是在

模型大小还是在运行速度上都对算法提出了要求。

Faster RCNN 算法尽管可以实现更高的精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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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于硬件资源的要求比 YOLOV3 算法更高，而

且其运行速度远低于 YOLOV3 算法。而且本次研

究所使用的数据集中钢筋界面普遍较小，是一类小

目标识别问题，钢筋的直径变化范围较大且截面形

状不规则、颜色不一，拍摄的角度、距离也不完全

受控，这也导致传统算法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效果

很难稳定。在这一点上 Faster RCNN 并没有很好地

解决多尺度识别的问题。后面的实验也证明了尽管

Faster RCNN 算法理论上比 YOLOV3 精度高，但是

在此次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中，Faster RCNN 算法

性能低于 YOLOV3 算法。因此本研究采用

YOLOV3 算法作为基础算法。 

4 实验设计 

近年来，深度学习模型逐渐取代传统机器视觉

方法而成为目标检测领域的主流算法。目前目标检

测算法主要分为以 RCNN 系列为代表的 two-stage

算法和 YOLO 为代表的 one-stage 算法。 

4.1  分析与改进 
4.1.1 Anchor重分配 

本次研究中使用的钢筋数据集中，尽管由于拍

摄距离会使得同样大小的界面在图像中拥有不同

的大小，但是大部分钢筋界面大小基本相差不大。

YOLOV3 算法为了解决多尺度问题在三个尺寸的

feature map 平均分配 9 个通过 k-means聚类算法得

到的 Anchor。在此次研究中，目标的尺寸变化并不

大，因此不需要多尺度特征的融合，而是需要更关

注与在于目标尺寸接近的那一层特征。因此盲目的

将 9 中 anchor 分类到三个尺度上是不合理的，我们

所做的改进就是重新对 anchor 的数量进行了分配。

神经网络的设计中当 anchor 的大小应该与改成网

络的感受野接近一致时能去的比较好的效果，显而

易见，如果目标很大，而 anchor 小，则难以充分捕

捉到目标的特征，而当目标明显小于 anchor的尺寸

时则会在特征中引入过多的杂质。基于此我们选择

将尽可能多的 anchor 分配到与目标接近的那一尺

度上分别作了诸如分配比例如 1:7:1、2:5:2 以及

3:5:1 等的实验，通过实验发现当 Anchor数量比例

为 1:7:1 时算法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通过本方法

将最后的 F1 score 提升了 5%。 

4.1.2数据增强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训练数据集仅仅有200多张

图片，深度学习算法需要大量的数据去训练神经网

络，如果训练数据不足，很容易使得算法陷入欠拟

合的困境。因此必须使用数据增强对原始的数据进

行容量扩充。在观察研究数据集后发现训练数据集

中的图像光照变化很大，同时部分图像中目标密集，

因此使用了随机调整图像的亮度和饱和度，以及对

图像进行随机的裁剪来进行数据增强。通过引入随

机性可以在数据增强时避免网络去学习数据增强

这一步操作避免影响网络的泛化性能。另外，考虑

到实际应用中拍摄角度可能带来的问题，还对图像

进行了随机的翻转、随机旋转、随机平移等操作，

并剔除越界过多的 bounding box。通过以上的数据

增强，极大的丰富了训练数据，避免了过拟合的发

生。随机翻转、随机旋转以及随机平移分别如图 9，

图 10 和图 11 所示。 

 

图 9 随机翻转示意图 
Fig.9 Diagram of random flip of image 

 

图 10 随机旋转示意图 
Fig.10 Diagram of random rotation of image 

 

图 11 随机平移示意图 
Fig.11 Diagram of random translation 

4.1.3 多模型融合 

本次研究虽然使用 YOLOV3 算法作为实现算

法，但是在测试阶段尝试使用了多模型融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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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训练多个模型，将多个模型的结果通过加权作为

最后的输出结果。研究中分别训练了 Faster RCNN

算法和 YOLOV3 算法，并结合两种算法输出最后

的结果。通过进行模型融合，可以将模型新能提高

1%。YOLOV3 算法的检测结果图如图 12，图 13 和

图 14 所示。 

4.2 实验平台与结果 
本次研究所有的实验均在拥有 1080ti 的单卡

Linux 服务器平台上进行，使用 Adam[17]优化器，

服务器拥有显存 11GB。 

对 YOLOV3 算法，设置初始学习率为 0.001，

共迭代 30 个 epoch，并在 15 个 epoch 过后将学习

率降低为原来的 0.1。最终在测试数据集上的性能

指标如下： 

Precision=0.921, Recall=0.934, F1 score=0.927。 

对 Faster RCNN算法，设置初始学习率为 0.003，

共迭代 30 个 epoch，并在 20 个 epoch 过后将学习

率降低为原来的 0.1。最终在测试数据集上的性能

指标如下：最终在测试数据集上性能指标如下： 
Precision=0.914, Recall=0.897, F1 score=0.905 

通过上面两组数据可以看出，YOLOV3 算法最

终的实现结果高于 Faster RCNN 算法 2%，这也应

证了上一章中 Faster RCNN对小目标识别不足的问

题。而在速度方面， YOLOV3 算法在测试数据集

中可以达到 32 的 FPS，达到了算法的实时性。而
Faster RCNN 算法仅仅能达到 14 的 FPS。 

 

 

图 12 检测结果 1 
Fig.12 Detection result 1 

 

图 13 检测结果 2 
Fig13. Detection result 2 

 

图 14 检测结果 3 
Fig.14 Detection result 3 

5  结论与展望 
本论文针对建筑工地中对于进场的钢筋车，通

常需要大量的人力对其进行清点费事消耗人力的

问题，通过研究当前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

发展，调研当下的目标检测算法。进一步选择了两

种经典的目标检测算法，并对两种检测算法进行了

分析和相关实验，同时结合应用场景钢筋界面目标

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最后通过实验证明了该

改进算法可以很好地解决钢筋技术问题。 

但是实际应用中对于精度的要求，现有的算法

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后续的改进思路可以使用

性能更强、模型更小的网络来进行特征提取如

Efficient Net[18]等或者使用最近学者做了很多工作

的通过关键点进行目标检测的 Anchor-free 算法如
Center Net 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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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ar Count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DONG Wei1，JIN Li-zuo2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the core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big-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industry makes great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nd thes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ik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medical industry, will be the key factor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it 

usually cost a lot of manpower to check the number of rebar.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in computer vision and investigating the classic object detection algorithm, we choose the algorithm with high speed 

and high accuracy. And then we make a anchors re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scal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bar profile target in real world. Finally, we show that the improved algorithm can solve the problem in rebar counting 

by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Keywords:  deep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bjection detection; anchor r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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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 Vegetables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Network for Agricultural Robots 
Zheng Yang-yang 1, Kong Jian-lei1, Jin Xue-bo 1, Su Ting-li 1, Nie Ming-jun 2，Bai Yu-ting3 
（1．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100048, 

2.Beiji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100097, 
3. School of Autom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utomation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robots. To this end, an efficient recognition 
system that could facilitate decision-making in complex tasks should be constructed before agricultural robots can fully 
and authentically automate vegetables pinking, which will relieve stress of humans and improve overall productivity.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real-time vegetables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network to detect and classify 
vegetables. On the basis of the large vegetable dataset obtained by our pinking robot, our goal is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framework for pinking mission with high accuracy and fast speed. Therefore, we select several one-stage and two-stage 
networks as alternative detectors including Faster R-CNN, SSD, RFB Net, YOLOv2 and YOLOv3. With the promotion of 
data augmentation, we demonstrate the recognition network based on YOLOv3 combing the depth meta-framework and 
feature extractor achieve the well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both accuracy and speed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false 
positives in training phase.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recogni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seven 
different kinds of vegetables (the mean AP can reach 87.89%, and the detection speed is up to 38FPS), which would handle 
with real-time detection task and improve pinking capability of our agricultural robot. 
Keywords: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vegetable; real-time processing; detection 

0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utomatic agricultural machines and robots have been 
a new trend in promoting economic potential and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whole agriculture. The existing 
agricultural robots include picking robots, grafting 
robots and splashing robots. which are intelligent and 
precise to gradually replace manual labo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owever, those robots presented in 
automatic or semiautonomous ways cannot 
accomplish the complex operations including 
vegetable picking, pesticide splashing, etc. accurately 
as human, because so many problems still remain to be 
addressed before the agricultural robots can be widely 
expanded including: which targets should be picked 
and where they should be positioned? To this end, an 
efficient environment-aware method, which could 
facilitate decision-making in those complex work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before a picking robot can fully automate the picking 
and harvesting proc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and high-
computational hardware technology, picking robots 
usually take advantage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to form the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vegetable, whi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stage object detectors and single-
stage object detectors. For two-stage detection 
network，a sparse set of candidate object boxes is first 

generated, and then they are further classified and  
 
regressed. The  basic  region-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CNN)[1] is the earliest application 
of CNN features to construct the detection system with 
well performance. Then a fast region-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ast R-CNN)[2] is 
proposed to combine the target classification with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to solve multi-task detection. 
Further, the regional proposal network (RPN) is 
proposed by the faster region-based network (Faster R-
CNN)[3] to generate amounts of anchors, which are 
richer proposals to improve accuracy slightly. while 
Faster R-CNN has been a milestone of the two-stage 
detectors, these algorithms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in dealing with resources and time consumption for 
large datasets, which is not suitable to subsequent 
realistic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robots. 

Therefore, single-stage object detection networks 
with faster speed are trained by regular and dense 
sampling over locations, scales and aspect ratios in an 
end-to-end flow. The main advantage of single-stage 
method is its high improvement in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greatly, which is suitable for realistic tasks. 
The representative methods such as You only look 
once v2(YOLOv2)[4] and YOLOv3[5] simplify object 
detection as a regression problem, which directly 
predicts the bounding box and associate class 
probabilities without proposals generation. However, 
the single-stage detection accuracy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wo-stage, as long as it is caused by a class 
imbalance problem. Some recent methods in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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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approach aim to address this dilemma,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accuracy.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SSD)[6] improves accuracy performance by 
producing different scale predictions and fusing 
feature maps of different layers. Similarly, receptive 
field block network (RFB Net)[7], inspired by the 
receptive fields of human vision, proposes a novel 
RFB block modul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earch 
space of objects. Further, RetinaNet[8] design a FPN-
based single-level detector involving Focal-Loss to 
reduce false positives resulting from class imbalance 
caused by extreme foreground-to-background ratios. 

In our opinion, the current two-stage and single-stage 
methods build the framework tone of the target detection 
together.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detectors 
is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recall and localization, which 
fundamentally determine the accuracy and detection time. 
The single-stage detector has a higher recall at cost of 
low localization. Instead, the two-stage detector has a 
higher positioning capability, but the recall is lower, since 
the refine of the box's precision could kill some positive 
samples by mistake. Both of above methods have 
achieved top performances on several challenging 
benchmarks, including PASCAL VOC and MS COCO. 
However, the detection effect is still unclear in face of 
special inspection tasks such as vegetable pinking.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new vegetable dataset 
and designed an object detection framework to identify 
various vegetables by the application of depth meta-
architectures [9] and feature extractor. Then an 
automatic pink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successfully 
to collec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in real 
agriculture scene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can handle 
with complex tasks that the fruit is partially blocked by 
leaves, complex campus environments, etc. By 
comparing different deep networks, confirm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tection model with faster speed 
and high accuracy is the main purpose for the detection 
system, which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alistic 
vegetables picking and other agriculture operation.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Section 2 introduces the vegetables 
dataset. Section 3 describes the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used. Section 4 presents our 
experiments to results on the vegetable dataset. Finally, 
we make a conclusion and discuss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Section 5 presents. 

1 Vegetable Dataset  

1.1 Data Collection augmentation 
The vegetables dataset was collected by an 

automatic robot for picking vegetable in the vegetable 
greenhouse as showed in Figure 1. In the greenhouse 

the tables of vegetables are arranged in rows, where 
the height of the plants is about 1.5 meters. The robot 
system takes photos along these lines. Vegetable 
monitoring is done by installing two cameras above 
the horizontal line. The robot takes pictures of 
vegetables at intervals of 0.1 meters with different 
angles and positions, making the dataset more 
generalized. 

 
Figure 1 Automatic robot for vegetable picking operation 

1.2 Data A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vegetable dataset, we pre-
process the image as a uniform size of 800*800, then 
manually annotate the images. The annotation process 
is to mark the vegetables in the picture with a bounding 
box and output the corresponding vegetable class. 
Therefore, the vegetables dataset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tomato, unripe tomato, 
tomato early-blossom, tomato full-blossom, cucumber, 
cucumber blossom, unripe cucumber. Figure 2 shows 
sample of seven classes vegetables. 

 
Figure 2 Representative of the vegetable dataset. (a) tomato, (b) 
unripe tomato, (c) tomato early-blossom, (d) tomato full-
blossom, (e) cucumber, (f) cucumber blossom, (g) unripe 
cucumber 

1.3 Data Structure 

Our vegetables dataset includes approximately 
7,083 images collected from the Vegetable Base at 
Beiji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These images were taken under a 
greenhouse. They include four stages of tomato from 
flowering to fruiting; three stages of cucumber from 
flowering to fruiting. The categories and quant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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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ed samples used in the system can be seen in 
Table 1. Each image contains multiple annotated 
samples, so the number of samples for each class is 

different. 
 

Table 1. Categories list of our vegetable dataset and according annotated samples

Class Number of Images 
 in the Dataset 

Number of Annotated  
Samples (Bounding Box) 

Percentage of Bounding 
 Box Samples (%) 

Tomato 1021 3219 12.99 
Unripe tomato 898 2987 12.06 

Tomato early-blossom 1153 4568 18.44 
Tomato full-blossom 1089 4134 16.68 

Cucumber 872 2567 10.36 
Unripe cucumber  1138 4098 16.54 

Cucumber blossom 912 3204 12.93 
Total 7083 24777 100 

2 Deep Learning Detector  

2.1 Real-time Vegetables Detection System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mary method of current object dete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hardware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has been promoted. 
We mentioned some of the most advanced networks 
for object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our paper, 
we focus principally on five recent architectures: 
Faster R-CNN, SSD, RFB Net, YOLOv2, and 
YOLOv3. Our task is to detect and classify vegetables 
in the image. An overview of the real-time vegetable 
detection system is shown in Figure 3. 

2.2 Faster Region-based Network  

In the Faster R-CNN, the detection process takes 
place in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a Regional 
Proposal Network (RPN) processes the image through 
a feature extractor and produces a score for each 
proposal. In the second phase, these cropped features 
are thus fed into the remaining layers of the feature 
extractor to predict the class probability and bounding 
box proposed for each region proposal. This results in 
a regional proposal with almost no cost. Since Faster 
R-CNN has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in 
object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everal 
networks have bee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it. 

2.3 Single Shot Detector Network  

The SSD Network solves the object recognition 
problem by using a feed-forward convolution network. 
This feedforward convolution network produces a 
fixed-size set of bounding boxes and a score for the 
object classes in each box. The network predicts 
objects of different sizes by using feature maps of 

different resolutions. Moreover, the SSD 
encapsulation process is an end-to-end network, so it  
 
can avoid generating solutions and thereby save 
computation time. 

2.4 Receptive Field Block Network  

Inspir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receiving field 
(RFs) in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a novel RF block 
(RFB) module was proposed, which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F size and eccentricity to 
enhance the identities of features. The RFB module 
was assembled by assembling the RFB module to the 
top of the SSD using a lightweight CNN model to 
further assemble the RFB module. RFB Net is able to 
achieve the accuracy of advanced deep backbone 
network detectors while maintaining real-time speed.  

2.5 YOLOv2 Network  

Although YOLOv1[10] has a fast detection speed, it 
is not as accurate as the Faster R-CNN detection 
method in terms of detection accuracy. YOLOv1 is not 
accurate enough for object localization and has a low 
recall rate. After that, YOLOv2 is proposed to improve 
YOLO in several aspects, i.e., add batch normalization 
on all convolution layers, use high resolution classifier, 
use convolution layers with anchor boxes to predict 
bounding boxes instead of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s, 
etc. YOLOv2 follows a principle in the improvement: 
maintaining detection speed, which is also a big 
advantage of the YOLO model. 

 

2.6 YOLOv3 Network  

YOLOv3 is proposed to improve YOLOv2 in 
several aspects. i.e., (1) YOLOv3 predicts an object 
score for each bounding box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2) Each box uses a multi-label classification to predict 
which classes the bounding box might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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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v3 uses binary cross entropy loss instead of 
Softmax for class prediction in training. (3) YOLOv3 
predicts three different scales of boxes. Our system 
extracts feature from these scales using concepts 
similar to pyramid networks. (4) The new network is 
used to perform feature extraction. It has 53 

convolutional layers, so it is called Darknet-53. 
Our training goal is to reduce the loss between the 

ground-truth and the estimated results by Non-
Maximum Suppression (NMS) of each meta-
architecture. Table 2 list the loss function, train picture 
size, and parameter quantities used in this work. 

Table 2. Deep Learning Meta-architectures and Feature Extractors of each Network 
Meta-Architecture Feature Extractor Train Size Loss Function parameter 

Faster R-CNN VGG-16 800*800 SmoothL1 573M 
Faster R-CNN ResNet-101 800*800 SmoothL1 769M 

SSD VGG-16 800*800 SmoothL1 98M 
RFB Net VGG-16 800*800 SmoothL1 130M 
YOLOv2 Darknet-19 800*800 Softmax  203M 
YOLOv3 Darknet-53 800*800 Softmax  246M 

3 Result and Discussion  
3.1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We experimented with the vegetable dataset, 
which included seven categories of annotated 
vegetables. Since the image data of the vegetable 
dataset is still small, so as to avoid over-fitting of the 
network, a large amount of data is added using the data 
augmentation method. We used a method to enhance 

the image dataset. These techniques consist of 
geometrical transformations (resizing, crop, rotation, 
horizontal flipping) and intensity transformations 
(contrast and brightness enhancement, color, noise). 
During the experiments, our data set was divided into 
80% training set, 10% verification set and 10% testing 
set. The vegetables dataset was trained and tested on 
an Intel Core i7 3.6GHz processor with four NVIDIA 
Tesla p40 GPUs and 256G RAM. 

 
Figure 3 The structure flow of the vegetable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includes 

input image preprocessing, training networks,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vegetables in the image 

3.2 Recognition Result  

Our system can detect the class and location of 
the vegetables in the picture, as shown in Figure 4. We 
use IoU > 0.5 as a reference to compare estimates 
result and ground-truth. Each class is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exhibi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twork. Using the meta-
architecture and the depth feature extractor, the system 
shows several advantages when dealing with objects 
of various sizes, shapes, colors, etc., compared to 
previous conventional methods. 

 
Figure 4. Recognition result for vegetable dataset 

3.3 Accuracy Evaluation  

Our proposed system handles complex vegetable 
datasets in images by using different depth networks. 
Thereby enabling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our system was first evaluat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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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section-over-Union (IoU) and Average 
Precision (AP) introduced in the Pascal VOC 
Challenge. 

( , )
A B

IoU A B
A B


I
U

         (1) 

where A represents the ground-truth box collected in 
the annotation, and B represents the predicted result of 
the network. 

The Average Precision is the area under the 
Precision-Recall curve of the detection task. Like the 

Pascal VOC Challenge, the AP is calculated by 
averaging the precision of a set of intervals recall 

levels 0,0.1,...,1 , which is the AP calculated for all 
categories in our task. 

 
interp

0,0.1,...,1

1
= ( )

11r
AP p r



        (2) 

interp :
( ) max max ( )

r r r
p r p r




%%
%        (3) 

where ( )p r%  is the measure precision at recall 
r%. Next, we compute the mAP averaged with the IoU 
= 0.5(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scenarios). The 
detec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3. 

Table 3. Recognizing accuracy of different networks in our proposed system 
Meta-Architectures 

Faster R-CNN Faster R-CNN SSD RFB Net  YOLOv2 YOLOv3 
VGG-16  ResNet-101 VGG-16 VGG-16 Darknet-19 Darknet-53 
0.8842 0.6932 0.8267 0.8835 0.8808 0.9201 
0.858 0.7015 0.8172 0.8632 0.8909 0.9188 

0.8219  0.7317 0.7856 0.8121 0.8597 0.8724 
0.7748 0.6838 0.7423 0.8369 0.8746 0.896 
0.8066 0.6572 0.7791 0.8549 0.895 0.8888 
0.7482 0,6249 0.7197 0.8628 0.7896 0.773 
0.7821 0.6489 0.7534 0.7157 0.7699 0.8831 
0.8108 0.6773 0.7749 0.8326 0.8515 0.8789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show that shallow 
network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deeper network in our 
task. Such as the case of Faster R-CNN with VGG-16 
obtains the total mean AP at 81.08%, which improve the 
result about 13% than the same meta-architecture with 
ResNet-101 achieving 67.73%.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tection accuracy is affected by the feature extraction. 
Since the type of the dataset is too smal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ep network, the low- quality 
feature would lead to the lower accuracy. When using 
different meta-architectures, the mean AP of Faster R-
CNN, YOLOv2, and YOLOv3 can reach 80% or even 
more. The mean AP of YOLOv3 reached 87.89%, 
indicating that the YOLOv3 meta-architecture showed 
better detection performance for the vegetable dataset. 

3.4 Speed Evaluation  
To further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network on the detection speed, this system needs to 
be operated on a vegetable picking robot,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accuracy but also real-time 
performance. We need system to perform real-time 
detection on the picking robot, thu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picking robot. The speed is evaluated 
on a machine with NVIDIA P40, CUDA 8.0 and 
cuDNN v6 which Speed detec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 
using Frames Per Second (FPS). The result of the 

detection time is shown in Figure 5. 
The result of speed detection shows that Faster R-

CNN is too slow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al-time 
detection and It can only reach 7FPS. SSD and RFB 
Net are approximate 19FPS that it can achieve real-
time detection. However, its detection accuracy is too 
low, which it does not have good performance for 
vegetable dataset detection. YOLOv2 and YOLOv3 
have the fastest detection speed and It can reach 
approximate 40FPS. In particular, YOLOv3, with the 
speed of real-time detection, has a detection accuracy 
of up to 87.89%, which is the best for the detection of 
vegetables dataset. 

 
Figure 5 Detection speed of deep networks selected 

3.5 Loss Function  

The loss function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 ( )f x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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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and the true value Y. It is a non-negative real-
valued function, usually represented by ( , ( ))L Y f x . 
The smaller the loss function, the better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The structural risk function of the model 
includes empirical risk terms and general terminology. 
Usually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

1

1
arg min ( , ( ; )) ( )

N

i i
i

L y f x
N

   


   (4) 

where the previous mean function represents the 
empirical risk function, L represents the loss function, 
and the latter  is a regularization or a penalty term, 
which can be L1 or L2, or other regular functions. The 
whole expression means to find the value of θ whe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minimized. Figure 6 shows 
the loss function diagram for the five meta-
architectures. 

 
Figure 6 Loss function graphs of each network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of loss function show that 
in our task, the trend of the loss function of five meta-
architectures is reduced. It stabilized at about 50,000 
Iterations, which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he network 
was closer to the true value. Among them, the loss 
function of the three meta-architectures of Faster R-
CNN, SSD and RFB Net has large fluct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scent, while the loss function of YOLOv2 
and YOLOv3 is relatively smooth. In comparison, the 
loss function of YOLOv2 and YOLOv3 decreases 
faster, and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network is 
stronger. 

3.6 Confusion Matrix  

Because the patterns displayed in each category 

have different complexi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vegetable categories and backgrounds, the system does 
not accurately distinguish between several categories, 
resulting in reduced accuracy. In Figure 7, we present 
a confusion matrix for the final vegetable test results. 
By analyzing the confusion matrix, we can direct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confusion matrix helps us further analyze the 
program to avoid re-confusion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classes. For instanc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gure that 
the prediction and true correlation of cucumber flowers 
are lower than others. It indicates that some confusion 
between cucumber blossom and tomato full-blossom 
and tomato early-blossom, which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detection precision of cucumber blossom. 

 
Figure 7 Confusion matrix of the vegetables detection results 

4 Conclusion 

Agricultural picking robots need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vegetables, which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ng vegetabl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speed of detection. In this work, we 
focus on finding a more appropriate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which can real-time identify and classify 
vegetables to accomplish the function of picking robot. 
Experiments show that with the promotion of data 
augmentation, the YOLOv3 network has higher 
accuracy of 87.89%, indicating that YOLOv3 combing 

the depth meta-framework and feature extractor  
 

achieve the well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both accuracy 
and speed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false positives in 
training phase. Moreover, this method has real-time 
performance that the detection speed is up to 38FPS. 
Thereby,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picking robot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quipment can be greatly promoted. We hope that the 
system ca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Future works will be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current results, and a promising 
application will be to extend the idea of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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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to agricultural pests and diseases recogni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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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ER规则的多传感器舰船 

目标识别融合 
李孟洋 1 周鹏宇 1 赵恒 2 郑文汇 2 张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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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据理论在多传感器目标识别融合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证据推理规则（ER 规则）是对 D-S 证据理论

的改进。为解决 ER 规则中证据重要性权重和可靠性权重的赋值问题，结合多传感器舰船目标识别应用背景，提

出基于传感器历史识别正确率对证据源重要性权重赋值，以及基于改进角度距离衡量证据间冲突并对证据可靠

性赋值的方法，通过这两类独立的权重对证据进行预处理后再利用ER规则对证据进行组合，得到最终识别结果，

完善了 ER 规则理论。仿真算例表明，该方法计算简单，能够有效处理冲突证据。 

关键词：D-S 证据理论 ER 规则 多传感器融合 目标识别 角度距离 

中图法分类号：TP 39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目前水面舰船目标的信息来源主要有脉冲雷

达、声呐、红外、光电、光谱、SAR 等多种传感器。

考虑传感器在观测中会受到自身工作状态、噪声、

外界干扰等影响，得到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联合

多传感器观测可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获取目标多

维信息，与单传感器观测相比，在目标识别中有着

有更大的优势[1]。 

D-S 证据理论（Dempster-Shafer evidence theory）
[2]是一种有效的多传感器识别信息融合的方法。它

将每个传感器视为证据源，通过 Dempster 规则对

各证据进行组合从而得到融合结果，已经在实践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

如无法处理高冲突证据等。对此，学者们提出多种

改进方案[3]，以期提升 D-S 证据理论的应用效果。 

基于 D-S 证据理论，本文对多传感器目标识别

融合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 D-S 证据理论的原理与

不足，对学者们的改进方案进行综述，然后引入传

感器重要性与可靠性的概念，分析了这两类权重的

实际意义并给出客观度量方法，完成证据的预处理，

并借鉴 ER 规则[4]对处理后的证据进行组合。最后

结合仿真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1  D-S证据理论 
1.1  Dempster Shafer 组合规则 

D-S证据理论最早由Dempster和Shafer提出，

采用信任函数为度量，将来自两个或多个证据体的

信任函数通过 Dempster 组合规则融合起来得到一

个新的信任函数[2,5]。假设辨识框架为U ，它是关

于命题的所有可能答案或假设的一个完备集合，其

中元素互不相容，其幂集记为 2U 。如果幂集函数m：

2 [0,1]U
 满足： 

（1） ( ) 0m    

（2） ( ) 1
A U

m A


  

称 m 为 U 上的基本概率赋值  （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BPA）函数。对于 A U  ，

当 ( ) 0m A  ，称 A 为焦元（Focal Element）， ( )m A

称为A的基本可信度，表示对命题A的支持程度。 

Dempster 组合规则可以组合两条相互独立的

证据。假设证据 1、证据 2 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分

别为 m1和 m2，焦元分别为 Bi、Cj（i=1，…，s；
j=1，…，t）。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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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和 m2通过以下规则进行组合： 

1 2m(A) m m (A)             

1 2( ) ( )
, ,

1
0,

i j i jB C Am B m B
A U A

K
A





  
   

  
 


 

（1） 

K称为冲突因子，反映了证据的冲突程度，若

K=0，认为证据 1、2 没有组合的必要。当 K=0，认

为证据完全矛盾，也没有联合的必要。通过组合后，

得到的 m也是一个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1.2  证据折扣理论 
当证据源不完全可信时，Shafer 提出了对证据

源进行“打折”的方法[5]。假设对整个证据只有1   

的确信度，  0,1  ，称 为折扣率。则对证据

折扣的方法为： 
(A) (1 )m(A), U, A

(U) (1 )m(U)
m A

m





 

 

     


  

 （2） 

证据折扣的实质是将证据按确信度进行折扣，然后

将剩余的折扣率赋予整个辨识框架，即未知，然后

对折扣后的证据按照Dempster组合规则进行组合。 

1.3  D-S证据理论的悖论 
D-S 证据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当各组证

据冲突不大的时候，采用 Dempster 规则能取得较

好的效果。但是在某些情况下，Dempster 规则可能

会得到不合理的结果。例如： 

例 1  Zadeh 悖论 [6]。假设识别框架为

U {A, B, C} ，有两个证据源给出基本概率赋值及组

合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证据基本概率赋值及组合结果 

Tab.1  the BPA of rules and the fusion result 
证据源 A B C 

1m  0.99 0.01 0 

2m  0 0.01 0.99 

1 2m m  0 1 0 

组合后证据将全部信任度给了证据 1 与证据 2

支持程度均较低的事件 B。 

例 2  微小扰动悖论[7]。对例 1 中的证据 1 和

证据 2 作微小调整，基本概率赋值与组合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证据基本概率赋值及组合结果 
Tab.2  the BPA of rules and the fusion result 

证据源 A B C 

1m  0.98 0.01 0.01 

2m  0.01 0.01 0.98 

1 2m m  0.497

5 

0.005 0.497

5 尽管只是对证据的轻微调整，但是得到的结果

却是截然不同的。 

例 3  相同证据悖论[8]。当所有证据完全一致

时，但是 Dempster 规则下，仍认为证据存在冲突，

组合结果也与原证据不一致，如： 
表 3  各证据基本概率赋值及组合结果 

Tab.3  the BPA of rules and the fusion result 

证据源 A B C 

1m  0.5 0.3 0.2 

2m  0.5 0.3 0.2 

1 2m m  0.657

9 

0.236

8 

0.105

3 针对 D-S 证据理论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各

种解决方案。有的改进融合规则，有的学者致力于

对证据源进行修正。还有人将以上两种思路综合综

合起来，首先对证据源进行预处理，再改进融合规

则完成证据融合。第 2 节介绍了 ER 规则的基本原

理。 
2  ER规则 
2.1  ER规则原理 

ER规则是Yang等于 2013年在Dempster规则

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证据合成规则，使用了一种

新的考虑可靠性的加权信度分配( weighted belief 

distribution with reliability，WBDR) 方法对证据源

进行预处理。 

WBDR 方法定义如下： 

设证据 im 的重要性权重和可靠性权重分别为

i 和 ir （ , [0,1]i ir  ），其 WBDR 权重对证据源的

修正为： 

µ µ ,
, i

,
m m (A)

1 ,
i A i

A i

i

c m A U
c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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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i i i ic r    。在此， i1-c 没有分配

给识别框架 U，即表示未知，而是赋予框架幂集
u2  ，表示受 im  权重限制而保留未分配的信度

值。它可以重新分配给框架中的任意子集，具体作

用体现在与其他证据的组合中。然后通过以下规则

进行证据的合成： 

     （4） 

其中， 

   （5） 

经验证，ER 规则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是一

个广义的概率推理过程。当所有证据的重要性和

可靠性权重均为 1 时，Dempster 组合规则成为 ER

规则的特例。目前，该规则已在故障诊断、多属

性决策等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 

2.2  ER规则分析 
ER 规则是将 ER 算法[18]从贝叶斯信任函数到

一般信任函数的拓展。其核心在于对证据源权重的

处理。与证据折扣类似，都是将证据源乘以最终权

重进行按比例折扣，但是并没有将剩余的信度分配

给全局未知，而是在证据组合中将其分配给幂集的

任意子集。在定义证据权重时，虽然同时考虑了证

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但二者并不是等效处理的，

而是以重要性为基础，利用可靠性对整体权重进行

调整。例如对于重要性较高的证据，如果其可靠性

高，将进一步增加其权重；而当其可靠性较低，极

端情况下为 0 时，该证据的结论应当不可信，但是

经处理该证据权重为 / 1i i ic    ，权重最大可达

0.5，组合后仍会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文献[19]提

出了一种新的权重计算方法，令最终的权重系数

i i ic r


 ，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这些方法都没

有从重要性和可靠性的本质上考虑其对证据的具

体影响，也没有给出证据重要性和可靠性权重的可

行性计算方法。 

3  本文算法 
3.1  证据重要性 

证据的重要性反映了证据源的客观属性。在目

标识别融合中，当我们认为一类传感器重要时，因

为其在以前的观测识别中准确率高、性能稳定。因

此，某类传感器的历史识别正确率越高，在进行证

据的组合时，可以认为其越重要。在观测条件稳定、

识别算法一致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衡量

证据源的重要性。 

下面计算传感器的历史识别正确率。假设历史

上总的观测次数为 M 次。各传感器识别结果可能

为幂集 2U
  中的任一项，假设识别结果包含一个

基本事件的次数为 M1，包含两个基本事件的次数

为 M2，以此类推，包含全部基本事件即没有得出结

论的次数为 MN，显然： 

1

N

i
i

M M


             （6） 

对于识别结果为单元素子集的 M1次识别，假

设其中识别正确的次数为 C1次；当识别结果中包

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2i  ，其中包含目标真实类别

的次数分别为 iC 。将传感器历史观测识别正确率

定义为： 

 
1

exp( ( 1)) C
N

i
i

i

M
 

  



          （7） 

分子表示历次观测中识别“正确”的加权累积。

当 i=1 时，C1权重为 1；随着 i 的增大，不确定模

糊信息增多，其中包含的正确信息降低，因此 iC 的

权重也不断降低并趋近于 0。  

假设证据 im 中焦元为 Ba，其中 a 对应 H 矩阵

中的第 a 行。根据贝叶斯条件概率公式，通过历史

识别正确率对证据 im 的修正为： 

° °  
,

,

,

m m
1 ,

a
a

a

i aB i
B i i a

i B i a

m B U
B

m B





 
 

  



 
  （8） 

1
ai B im  代表不确定、无法判断（8）甚至

可能错误的信息，赋予框架幂集 2U
  ，它可以在

后续证据组合中重新分配给框架中的任意子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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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次识别的融合结果，应归入历史数据中更新正

确率  ，形成反馈不断修正证据源的重要性权重。 

3.2  证据可信度 
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传感器工

作状态、量测中的噪声、敌方干扰以及识别算法等。

我们无法直接利用某一特定指标来说明证据是否

可靠，但证据可靠性反映在结果上，可理解为证据

间的冲突程度。证据理论本质上遵循着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对于与大多数证据存在明显冲突的少数

证据，应当认为其在量测中不够稳定，可靠性较低，

应当适当减小其权重，有利于证据组合的收敛，迅

速得出正确结论。 

首先分析证据的冲突。与贝叶斯概率体系下精

确概率相较，D-S 理论框架下，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本身便允许不确定、不知道乃至错误信息发生，证

据的冲突性来自于以下几点[20,21]： 

（1）识别框架的不完整。即识别框架中的元素

不能包括所有可能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不在本文

讨论范围之内。 

（2）传感器的状态影响。其中包括工作环境因

素（如天气影响）、敌方干扰（释放电子干扰等）、

自身误差（量测噪声、系统误差）等，造成传感器

判断的偏差，从而造成证据之间的冲突。 

通过以上分析，可靠性低的传感器会加剧证据

的冲突。本质上讲，证据理论的组合遵从的是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可以用证据的冲突性来表

征可靠性，对于冲突大、可靠性低的证据，通过降

低其证据合成中的权重来减弱其影响。 

度量证据间的冲突程度有多种方法，典型的有

传统D-S证据理论中的冲突因子K[2]、Jousselme 距

离[23]（简称 J 距离）、Mahalanobis 距离[13]（简称 M

距离）、K-L距离[24]、角度余弦距离[25]（简称 Cos）

等。下面给出几组不同基本概率赋值下的证据距离。 

情形 1 为证据完全一致的情况，冲突系数

K=0.5，显然表示证据间仍有矛盾；情形 2 为证据

完全冲突的情况，但是 J=0.7071,认为矛盾没有那么

大。相对采用计算证据间角度余弦距离的方法最为

准确，但是它不适用于情形 4 中焦元为非单子集的

情况。在此对其进行修正。 
 
 
首先分析证据的角度余弦计算公式： 

 cos ,
T

i j
i j

i j

m m
m m

m m


         （9）         

其中， Tm m ‖m‖ 。将两段证据视为两个向

量，通过公式（9）计算出向量夹角余弦值。当两条

证据越接近，则它们之间的夹角越小，对应余弦值

越大；相反，当两条证据冲突越大，则其夹角越大

（最大为 / 2 ）。显然，对于情形 4，两条证据对 1A 、

2A 、 3A 均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性，但是在计算证据夹角余弦时，计算两证据内积

1 2
Tm m 时，其对应的坐标分量不同时不为零，导致

计算结果为完全冲突。 

为此，采取将非单子集焦元的基本概率赋值映

射到基本事件的方法对证据进行修正。若证据对 x

个事件集合  1 2, , ,n n nxA A A 的支持率为

 1 2n n nxm A A A p  ，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将 p 值分

配给 1 2, , ,n n nxA A A 这 x 个事件，即： 

 
 

s j j

i s
i j

B A A s

m E
m A

x


 

         （10）       

其中 sx 表示焦元 sB 中包含的基本事件的个数。 

这样将所有非单子集焦元的基本概率赋值映

射到了基本事件上，得到了与原证据对应的一组仅

包含基本事件焦元的新证据mi
'。计算新证据mi

'的角

度余弦距离。由于余弦函数在[0, π/2]上是单调减函

数，证据间冲突越大，得到的角度余弦越小。为得

到与直观一致的结论，在此作一个反余弦变换，并

作归一化处理，得到证据间的角度距离： 

      （11） 

这样方法将非精确的基本概率赋值映射到基

本事件上，改变了原有的证据空间，但是它反映

了证据源对基本事件的支持程度，对于衡量证据

间的冲突来说是合理的。与文献[16]方法相比，这

种方法不仅简单易行，易于工程实现，还修正了

文献[15]不能适用于单子集焦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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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证据间距离计算结果 

Tab.4  the distance between rules 

情形 BPA K 
J 

 

M 
K-L 

0.001   Cos 

1 
   

   
1 1 1 2

2 1 2 2

0.5

0.5

m A m A

m A m A

 

 

 
0.5 0 0 0 1 

2 
   

   
1 1 1 2

2 3 2 4

0.5
0.5

m A m A
m A m A

 

 

 
1 0.7071 -- 5.5493 0 

3 
   

   
1 1 1 2

2 2 2 3

0.5
0.5

m A m A
m A m A

 

 

 
0.75 0.5 -- 9.5991 0.3536 

4 
   

   

1 1 2 1 2 3

2 3 2 2 3

0.5

0.5

m A A m A A

m A m A A

 

 

 
0.25   0.5 -- 10.9490 0   

假设证据总个数为 n，构建角度距离信息矩阵： 

11 12 1

21 22 2

1 2

n

n

n n nn

  

  


  

 
 

 
 
 
 

M M O M
L

 

则证据 i 与全部证据的角度距离之和为 

1

n

i ij
j

T 


             （12） 

iT 反映了整个观测识别中所有证据与证据 im

的冲突程度。 iT 越大反映了该证据与整体证据的

冲突性越大，从而说明该传感器可靠性越低，在融

合中赋予的权重应当越低。在此定义可靠性权重： 

1

1 i
i n

i
i

T
t

T


 


          （13） 

利用可靠性权重对证据 ˆ im 进行修正得到结果

如下： 

   （14） 

当 UaB  时，利用可靠性权重对 ,aB im% 作进一

步修正，对于证据的不可靠部分1 i B it m


 % 仍将

其赋予框架幂集 U2  。 

   3.3  证据组合规则 

借鉴 ER 规则对经过重要性、可靠性权重处理

后的证据 ˆ im（i=1,2,…,n）进行两两组合，得到最终

的融合结果。其中，ER 规则中的 ic 用下式得到： 

 
本文方法流程如下图 1 所示：  

传感器1

……

目标
识别
融合

结果

传感器2

传感器n

证据m1

证据m2

证据mn

  证据 1m̂

  证据 2m̂

  证据 1m~

  证据 nm̂

  证据 2m~

  证据 nm~

…… …… ……

历史数据

正确识

别率

重要性

权重

原始证据 重要性修正

证据

可靠性修正

证据

非单BPA映射

可靠性

权重

角度

距离
条件概率

冲突消除

ER规则

真实

目标

原始

证据

+则则则

反馈补充

 

图 1  本文算法流程图 
Fig.1  algorithm flow chart in this paper 

4  仿真实验 

针对 1.3 节中的三个例子验证 ER 规则处理三

条悖论的效果。由于两条证据无法衡量证据冲突，

因此仅以证据的重要性对证据进行预处理，并将其

简化为一致的权重  。得到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通过融合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对证据进行预处

理可以较好的解决 D-S 证据理论中的悖论，说明

ER 组合规则具有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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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R规则证据组合结果 
Tab.5  the fusion results using ER rule 

例 1 A B C ρ 

1m  0.

99 

0.01 0 0.8 

2m  0 0.01 0.99 0.5 

1 2m m  0.

7919 

0.0101 0.1980 -- 

例 2 A B C ρ 

1m  0.

98 

0.01 0.01 0.8 

2m  0.

01 

0.01 0.98 0.5 

1 2m m  0.

7815 

0.0099 0.2086 -- 

例 3 A B C ρ 

1m  0.

5 

0.3 0.2 0.8 

2m  0.

5 

0.3 0.2 0.5 

1 2m m  0.

5368 

0.2853 0.1779 -- 

5  结论 
针对多传感器舰船目标识别应用背景，本文提

出了证据理论中证据重要性与可靠性权重的客观

计算方法，引入证据源历史识别正确率的概念来衡

量证据的重要性，并将历次识别结果归入历史数据，

形成反馈不断调整修正证据源的重要性权重；利用

映射到单子集焦元的证据角度距离来衡量证据的

可靠性，并通过 ER 规则对各传感器识别结果进行

融合。仿真实验验证，本文方法适用范围广，不仅

适用于单点焦元的情况也适用于识别结果包含非

单点子集焦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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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ensor Vessel Target Recognition and Fusion Approach  

Based on Optimized ER Rule 
Li Mengyang1  Zhou Pengyu1  Zhao Heng2  Zheng Wenhui2  Zhang Ning3 

（1 Naval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ly University, Yantai 264001, China;  

2 No.94592 of PLA, Xuzhou 221000, China;  

3 No.76310 of PLA, Zhanjia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Evidence theor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ultisensor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fusion. Evidence Reasoning rule 

(ER rule) extends traditional D-S evidence theory. Aiming to the evaluation problems of significance and reliability 

weights of evidences in ER rule and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s of multisensor vessel information fusion, a new 

weight evalu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vidence significance weigh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ccuracy of 

sensor history recognition, while the reliability weigh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improved angle distance which measures 

the conflicting between evidences. Then the normalized weighted coefficient was suggested into the ER rule to average 

the 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 achieving the recognition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approach improves the ER rule by 

giving a objective method to measure the weight of rules.  

Keywords: Dempster-Shafer evidence theory; Evidence Reasoning rule;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target 

recognition; angl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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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脉内特征的灵巧类干扰分组识别 
李思文， 张 亮， 张翔宇 

（海军航空大学信息融合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1；） 
摘  要：基于 DRFM 的灵巧类干扰对相参雷达威胁大，通过识别干扰雷达获取必要的先验信息、指导雷达系统

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抑制显得尤为重要。分析了灵巧类干扰工作原理，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典型差异；结合干扰

脉内特征参数，提取特征参数，采取二级分组识别处理流程，进行识别处理；仿真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算法的有

效性。 

关键词：灵巧类干扰；特征提取；分组识别；分类器 

中图分类号：TN953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干扰识别的意义在于感知干扰环境，为雷达

提供更多的先验信息，使雷达更有针对性的对干

扰进行及时抑制。由 DRFM 产生、专门针对相参

雷达的的灵巧类干扰，由于能够获得全部或者部

分脉压处理增益，经脉压处理后，产生大量假目

标，影响真实回波信号的正常检测，兼有欺骗和

压制特点，威胁性大。文献[1]对传统的干扰分类进

行了更新，概括总结了各类干扰特点，指出灵巧

噪声干扰解决了传统噪声干扰非相参的问题，提

高了噪声干扰的干扰能力，而间歇采样干扰以其

干扰方式灵活多变、效果逼真、工程易实现等特

点成为干扰 LFM 信号的主要方式。文献[2-8] 从信

号特性角度入手，在时域、频域、时频域、小波

域和统计域等变换域内挖掘干扰信号与目标信号

差异明显的特征信息，达到回波、欺骗式干扰样

式识别目的。文献[9]提出一种区分卷积灵巧噪声

干扰和目标回波多维特征处理识别方法，通过提

取目标和干扰信号的包络起伏参数、相位门限概

率、盒维数、近似熵，构建特征向量，使用 SVM

分类器进行检测识别。 

本文针对五种典型的灵巧类干扰样式，分别

是卷积、乘积灵巧噪声干扰，间歇采样转发、C&I

干扰和 SMSP 干扰，根据不同样式工作原理的差

异，采取一级分组判断、二级分类识别的处理流

程，通过提取出回波和各类干扰信号的细微差异，

逐级进行识别判断。仿真结果验证了本文算法的

有效性和可行性。 

1  目标与典型灵巧类干扰分析 

1.1  目标与典型灵巧类干扰模型 
假设目标存在干扰条件下，雷达目标检测模

型为： 

{
𝐻0: 𝑥(𝑛) = 𝐽𝑎𝑟(𝑛) + 𝑤(𝑛)
𝐻1: 𝑥(𝑛) = 𝑆𝑟(𝑛) + 𝑤(𝑛)

  （1） 

 式中，𝑥(𝑛)为接收到的信号，𝐽𝑎𝑟(𝑛)为干扰

信号，𝑆𝑟(𝑛)为回波信号，𝑤(𝑛)为背景噪声。出现

𝐻0时，表示检测到干扰；出现𝐻1时，表示检测到

回波。 

回波信号为线性调频信号，其数学模型： 

{
𝑠(𝑡) = 𝑒𝑥𝑝( 𝑖(2𝜋𝑓0𝑡 + 𝜋𝑘𝑡2))
𝑆𝑟(𝑡) = 𝑠(𝑡 − 𝑡0) 𝑒𝑥𝑝( 𝑖2𝜋𝑓𝑑(𝑡 − 𝑡0))

（2） 

式中，𝑠(𝑡)为发射信号，𝑓0为中频频率，𝑘为

发射信号调频斜率，𝑡0为目标距离相对发射信号

的延时，𝑓𝑑为目标多普勒频率。 

常见的灵巧类干扰主要有卷积灵巧噪声干扰、

乘积灵巧噪声干扰、间歇采样转发干扰、𝑆𝑀𝑆𝑃干

扰，其干扰原理不再陈述，这里参考相关文献，

给出其数学模型。 

卷积灵巧噪声干扰数学模型： 

𝐽𝑐𝑜𝑛𝑣(𝑡) = 𝑠(𝑡) ⊗ 𝑛1(𝑡) （3） 

式中，𝑛1(𝑡)为视频卷积噪声，服从高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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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灵巧噪声干扰数学模型： 

𝐽𝑚𝑢𝑙𝑡𝑖𝑝𝑦(𝑡) = 𝑠(𝑡) ∗ 𝑛2(𝑡) （4） 

式中，𝑛2(𝑡)为视频乘积噪声，服从高斯分布。 

间歇采样转发干扰数学模型： 

{
𝐽𝑠𝑎𝑚𝑝𝑙𝑒(𝑡) = 𝑆𝑡(𝑡) ∗ 𝑝1(𝑡)

𝑝1(𝑡) = ∑ 𝑟𝑒𝑐𝑡(
𝑡−𝑛𝑇𝑠

𝑇
)𝑁

𝑛=0
  （5） 

式中，𝑝1(𝑡)为矩形采样函数，𝑇矩形脉冲宽

度，𝑇𝑠为采样周期，𝑁为采样脉冲个数。 

切片干扰𝐶&𝐼数学模型： 

{
𝐽(𝑡) = 𝑆𝑡(𝑡) ∗ ∑ (𝑢(𝑡 +

𝑇

2
− 𝑖

𝑇

𝑀
) − 𝑢(𝑡 +

𝑇

2
−

𝑇

𝑁
− 𝑖

𝑇

𝑀
))𝑀−1

𝑖=0

𝐽𝐶&𝐼(𝑡) = ∑ 𝐽(𝑡 −
𝑘𝑇

𝑀𝑁
)𝑁−1

𝑘=0

  

（6） 

式中，𝐽(𝑡)为𝐶ho𝑝𝑝𝑖𝑛𝑔阶段干扰表达式，其

中Ｍ、Ｎ分别为矩形脉冲串的脉冲个数和雷达信

号脉宽划分的时隙个数，𝐽𝐶&𝐼(𝑡)为𝐼𝑛𝑡𝑒𝑟𝑙𝑒𝑎𝑣𝑖𝑛𝑔阶

段干扰表示形式。从表达式看，切片干扰是间歇

采样转发干扰的一个变体，只是增加了相应的转

发次数。 
频谱弥散干扰𝑆𝑀𝑆𝑃数学模型： 

{
𝐽𝑠𝑚𝑠𝑝(𝑡) = 𝑒𝑥𝑝( 𝑖𝜋𝑘1𝑡

2)

𝑘1 = 𝑚𝑘
 （7） 

式中，𝑘1为𝑆𝑀𝑆𝑃干扰调频斜率，𝑘为雷达发

射信号调频斜率，𝑚为正整数。 

1.2  目标与灵巧类干扰特性分析 

1.2.1  双正交 Fourier 变换 

双正交 Fourier 变换由文献[10]提出，采用双

正交函数将信号展开，得到调频斜率密度谱，简

称斜率谱。对于单个 LFM 信号，其斜率谱表现为

相应的冲激函数，而具有不同调频斜率的 LFM 信

号彼此正交，特别适合分析含有多个 LFM 成分的

信号，连续双正交 Fourier 变换公式： 
2

2

2
2

2 0

2 2

( ) 2 ( )

1
( ) ( )

2

iw t

iw t

F w f t te dt BFT

f t F w e dw IBFT









 


 






@

@

 
（8） 

式中， 2( )F w 为信号 ( )f t 的斜率谱，其离散形

式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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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中， 2w 为斜率谱分辨率（单位 adr ）， 2

为最大斜率（单位 adr ）， sf 为时域采样频率，T

为信号长度。由于回波信号、𝑆𝑀𝑆𝑃干扰信号为单

一𝐿𝐹𝑀信号，其斜率谱为相应𝑘值处的冲击函数；

间歇采样转发干扰双正交 Fourier 变换如下式所

示，其斜率谱为同一冲击函数的叠加，由于切片

干扰属于间歇采样转发干扰多次转发，这里不再

进行推导。 

𝐵𝐹𝑇[𝐽𝑠𝑎𝑚𝑝𝑙𝑒(𝑡)] = 𝐵𝐹𝑇 [𝑆𝑟(𝑡) ∗

∑ 𝑟𝑒𝑐𝑡(
𝑡−𝑛𝑇𝑠

𝑇
)𝑁

𝑛=0 ] = ∑ 𝐵𝐹𝑇 [𝑟𝑒𝑐𝑡(
𝑡−𝑛𝑇𝑠

𝑇
) ∗𝑁

𝑛=0

𝑆𝑟(𝑡)] = ∑ 𝛿(
𝑤2

𝜋
− 𝑘)𝑁

𝑛=0                  （10） 

卷积、乘积灵巧噪声干扰是将噪声调制到与

雷达发射信号进行卷积、乘积调制，其双正交

Fourier 变换在斜率谱上存在噪声特性。 

1.2.2  频谱熵（𝑝𝑒𝑛𝑡𝑟𝑜𝑝𝑦） 

信号的频谱熵𝑆𝐸借鉴信息论中的信息熵，用

于度量信号的频谱分布，𝑆𝐸将信号在频谱中的归

一化功率分布视为概率分布，并计算其香农熵。

𝑆𝐸常用于故障检测和诊断中的特征提取，也广泛

应用于语音识别和生物医学信号处理[11]。由于干

扰信号对截获的雷达发射信号调制方式不同，其

频谱复杂性也明显不同，因此这一特征参数能够

给出识别回波和不同干扰信号的有效信息。 

{
𝑃(𝑚) =

|𝑋(𝑚)|2

∑ |𝑋(𝑖)|2𝑁
𝑖=1

𝐻 =
−∑ 𝑃(𝑚) 𝑙𝑜𝑔2 𝑃(𝑚)𝑁

𝑖=1

𝑙𝑜𝑔2𝑁

   (11) 

式中，𝑋(𝑚)为信号𝑥(𝑛)的离散傅立叶变换，

𝑁为频率点数，𝑃(𝑚)为𝑋(𝑚)的概率分布，𝐻为归

一化处理的频谱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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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互相关系数（corrcoef） 

互相关系数是互相关函数的归一化处理，用

以度量两个信号的相关程度，若互相关系数越接

近 1，表示两个信号越相似；反之，互相关系数越

接近 0,表示两个信号的差异就越大。待识别信号

与发射信号的互相关系数可表示为： 

{
𝜌𝑆𝑡𝑆𝑟(𝜏) =

𝐶𝑆𝑡𝑆𝑟(𝜏)

√𝐶𝑆𝑡(0)𝐶𝑆𝑟(0)

|𝜌𝑆𝑡𝑆𝑟(𝜏)| ≤ 1
    (12) 

式中，𝜌𝑆𝑡𝑆𝑟(𝜏)为发射信号与待识别信号的互

相关系数，𝐶𝑆𝑡𝑆𝑟(𝜏)发射信号与待识别信号的互协

方差函数，𝐶𝑆𝑡(𝜏)为发射信号的自协方差函数，

𝐶𝑆𝑟(𝜏)为待识别信号的自协方差函数。排除回波

噪声外，回波与发射信号的相似程度最高，因此

互相关系数最大；而间歇采样转发干扰干扰信号

是对发射信号的分段采样，其互相关系数要低于

回波信号。因此互相关系数可以作为识别回波与

间歇采样转发干扰信号的特征因子。 

1.2.4  范数熵(Norm Entropy) 

“熵理论等价于一个条件概率，而不只是一种

非线性动态参数，因此，熵理论可以在同时包含

随机信号与确定性信号的混合信号中使用”[12]。

BoekeeD E等人在 R 范数度量的基础上提出了范

数熵的概念。 

设信号序列为{𝑋𝑛} = {𝑥1, 𝑥2, . . . . . 𝑥𝑁}，则范

数熵的定义如下，式中1 < 𝑅 < 2。 
𝑁𝑜𝐸𝑛 = ∑ |𝑥(𝑖)|𝑅𝑁

𝑖=1      (13) 
1.2.5  带宽功率比（𝑝𝑜𝑤𝑒𝑟𝑟𝑎𝑡𝑖𝑜） 

𝐵𝑝𝑜𝑤𝑒𝑟𝑟𝑎𝑡𝑖𝑜 =

∑ |𝑋(𝑚)|2
𝑁1
𝑚=1

𝑁1

∑ |𝑋(𝑚)|2𝑁
𝑚=1

𝑁

    (14) 

式中，𝑋(𝑚)为信号𝑥(𝑛)的离散傅立叶变换，

𝑁为频率点数，𝑁1为某一带宽对应的频率点。对于

卷积灵巧噪声干扰，𝐿𝐹𝑀可以看作通带为[𝑓0 −

𝐵/2, 𝑓0 + 𝐵/2]的带通滤波器，其能量主要集中于

带宽𝐵内，而乘积灵巧噪声干扰为回波与视频噪 
 
 
 
 
 
 

 
声的乘积，其能量随机分布于整个频率范围内， 

因此带宽功率比特别适合区分这两类干扰信号。 

1.2.6 小波变换高频分量能量比(𝑤𝑑𝑝𝑜𝑤𝑟𝑎𝑡𝑖𝑜) 

参考文献[5]中的定义,对接收信号进行一维

小波变换，定义𝑀阶小波变换细节分量能量占比： 

𝑃𝑅𝑀𝑁 =
∑ |𝐶𝐷𝑖|

2𝑀
𝑖=1

|𝐶𝐴|2+∑ |𝐶𝐷𝑖|
2𝑁

𝑖=1

     (15) 

式中，𝑁为小波分解的阶数，𝑀为细节分量的阶数，

𝐶𝐷𝑖为第𝑖阶细节分量系数，𝐶𝐴为近似分量系数。 

2  目标与典型灵巧类干扰识别流程 

为有效识别目标、五种干扰样式共六种信号

形式，这里采取“二级分类识别”方法，如图 1 所

示。 

第一步：对接收信号进行双正交 Fourier 变换，

分析斜率谱，提取峰值斜率，与阀值进行比较，

将六种信号分成三组： 

第一组，回波、间歇采样转发和𝐶&𝐼干扰信号。 

第二组，卷积、乘积灵巧噪声信号。 

第三组，𝑆𝑀𝑆𝑃干扰信号。 

第二步：选取相关系数、频谱熵和范数熵作

为第一组信号的特征因子，提取特征参数，构造

待检测样本，投入训练好的分类器 1，完成三种信

号的识别；选取带宽功率比、小波变换高频分量

能量比作为第二组信号的特征因子，提取特征参

数，构造待检测样本，投入训练好的分类器 2，完

成卷积和乘积灵巧噪声干扰信号的识别。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参 数 设 置 ： 设 𝑆𝑁𝑅 为 0 𝑑𝑏 ， 𝐽𝑁𝑅 为

−20: 1: 20(𝑑𝑏)，雷达发射𝐿𝐹𝑀基带信号时宽为

20𝜇𝑆，带宽为 20𝑀𝐻𝑧，𝐿𝐹𝑀调频斜率为 1000𝐺𝐻𝑧/

𝑠,采样频率为 80𝑀𝐻𝑧；参与卷积、乘积调制的视

频噪声时宽均为 20𝜇𝑆，𝑆𝑀𝑆𝑃干扰调频斜率为

2000𝐺𝐻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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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K1/K-2)<阀值？

（例如阀值可取0.02）

DBFT求取斜率k1

SMSP干扰

abs(K1/K-1)<阀值？

（例如阀值可取0.02）

目标回波

间歇采样转发

C&I干扰

是

否

是

卷积灵巧噪声

乘积灵巧噪声

提取Pr、powerratio作为

特征参数，使用分类器2进行识别分类 卷积灵巧噪声干扰

乘积灵巧噪声干扰

提取corrcoef、pentropy、normentropy特
征参数，使用分类器1进行识别分类

待验干扰或者信号

回波信号间歇采样转发

一级判断

二级识别

C&I干扰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图 1  联合识别处理流程 
Fig.1  Joint Recognition Processing Flow 

3.1  特征因子有效性检验 

 

图 2 回波与四种灵巧干扰双正交 Fourier 变换斜率谱 
Fig.2  Echo with Four Smart Interference Transform Spectra 

图 2 可以看出，在𝐽𝑁𝑅 ≥ −15𝑑𝑏情况下，回

波和𝑆𝑀𝑆𝑃干扰峰值点对应信号调频斜率，分别是

1000𝐺𝐻𝑧/𝑠和 2000𝐺𝐻𝑧/𝑠；间歇采样转发干扰、

𝐶&𝐼干扰在𝐽𝑁𝑅 ≥ −10𝑑𝑏情况下，峰值点对应信

号调频斜率与回波基本一致，约为 1000𝐺𝐻𝑧/𝑠；

而卷积和乘积灵巧噪声干扰双正交 Fourier 变换

峰值点对应斜率变化较大，表现出明显的噪声特

性，与𝐽𝑁𝑅无关，与前面分析一致，因此通过分析

信号的双正交 Fourier 变换峰值点对应斜率，可以

将六种信号分成三组（第一组：回波、间歇采样

转发干扰、𝐶&𝐼干扰；第二组：卷积、乘积灵巧噪

声干扰；第三组：𝑆𝑀𝑆𝑃干扰）。 

图 3 可以看出，三种信号的互相关系数差异

最为明显，回波与发射信号互相关系数最大，约

为 0.7，间歇采样转发干扰与发射信号互相关系数

大于𝐶&𝐼干扰，且随𝐽𝑁𝑅的增加而增加，但始终小

于回波互相关系数，因此−15𝑑𝑏 ≤ 𝐽𝑁𝑅 ≤ 20𝑑𝑏

情况下，单纯依据系数大小即可对三种信号有效

识别。相比于互相关系数，频谱熵和范数熵对干

燥比敏感度较高，在低干燥比下差异很小，仅在

𝐽𝑁𝑅 ≥ 0𝑑𝑏才能有效区分。 

图 4 可以看出，两种干扰信号带宽功率比差

异最大，𝐽𝑁𝑅 ≥ −10𝑑𝑏情况，卷积灵巧噪声干扰

带宽功率比明显大于乘积灵巧噪声干扰，且随

𝐽𝑁𝑅增大，两者差距进一步加大；而小波变换细节

分量能量占比（𝑀取 2），在𝐽𝑁𝑅 ≥ −5𝑑𝑏情况下，

可以有效区分。 

 

图 3 第一组信号特征曲线 
Fig.3  First group signal characteristic curve 

 
图 4  第二组信号特征曲线 

Fig.4  Second group signal characteristic curve 

3.2  分类识别 

本文针对六种信号（回波和五种干扰）利用

MonteCarlo 实验在不同干燥比下各产生 200 个样

本（𝐽𝑁𝑅自-20db 至 20db，间隔 5db），每种信号

共计 1800 个样本。不同干燥比随机取出回波、间

歇采样转发干扰和𝐶&𝐼干扰各 100 个样本（剩余

的 100 个样本用于测试），共计 2700 个样本训练

分类器 1；不同干燥比随机取出卷积、乘积灵巧噪

声干扰各 100 个样本（剩余的 100 个样本用于测

试），共计 1800 个样本训练分类器 2。由于支持

向量机对于小样本的分类具有很大优势，分类器

1 和 2 均使用 SVC，核函数分别为径向基函数和

二次有理核，按照图一的处理流程，对六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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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识别。 

3.2.1 一级分组识别情况 

图 5 可以看出，𝐽𝑁𝑅 ≥ −5𝑑𝑏情况下，各组识

别率均超过了 90%，其中第三组识别最高，达到

了 100%；第一组在𝐽𝑁𝑅 ≥ −0𝑑𝑏情况下，识别率

接近 100%；第二组（卷积和乘积灵巧噪声干扰）

峰值点对应斜率值存在噪声特点，且与干燥比无

关，因此第二组样本存在误分至其他组的情况（即 

所检测斜率谱峰值点对应的调频斜率约等于雷达

发射信号的调频斜率或𝑆𝑀𝑆𝑃干扰的调频斜率），

但误分率≤ 7%，处于可以接受范围。 

 
图 5  一级识别概率 

Fig.5  Recognition probability in Level I 
 

3.2.2 二级分类识别情况 

 
图 6  二级识别概率（第一组） 

Fig.6  Recognition probability in Level Ⅱ (Group I) 
 

图 6、图 7 可以看出，所选分类器较好的完

成了第一组、第二组内部信号分离。第一组三种

信号识别中，𝐽𝑁𝑅 ≥ −10𝑑𝑏情况下，回波、间歇

采样转发干扰识别率达到了 100%，而𝐶&𝐼干扰在

𝐽𝑁𝑅 ≥ −5𝑑𝑏可以达到 98%；第二组二种信号中，

𝐽𝑁𝑅 ≥ −5𝑑𝑏，信号识别率达到了 100%。相比第

一组信号识别，卷积和乘积灵巧噪声干扰识别率

受干燥比影响较大。 

 
图 7  第二级识别概率（第二组） 

Fig.7  Recognition probability in Level Ⅱ (Group Ⅱ) 
 

3.2.3 总体识别情况 

 
图 8 总体识别情况 

Fig.8  Overall identification 
 

由图 8 和表一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算法较好

的识别了回波和五种干扰信号，其中回波、间歇

采样转发干扰、𝑆𝑀𝑆𝑃干扰在𝐽𝑁𝑅 ≥ −9𝑑𝑏情况下，

识别率达到了 100%；𝐽𝑁𝑅 ≥ −12𝑑𝑏情况下卷积和

乘积灵巧噪声干扰识别率超过了 90%；𝐶&𝐼干扰

识别率最低，仅在𝐽𝑁𝑅 ≥ −6𝑑𝑏情况下，识别率才

超过 90%。 

4  结束语 

基于 DRFM 的灵巧类干扰由于可以获得脉

压处理增益，且在检测端产生大量的虚假目标，

影响雷达正常检测。本文针对五种典型的灵巧类

干扰信号，建立信号数学模型，选取调频斜率、

互相关系数、带宽功率比等特征参数，采取二级

识别的方法，对回波及干扰信号进行分组识别。

相比传统的“一级分类识别”，本文提出的“二级分

类识别”方法覆盖干扰类型更广，并充分利用了雷

达先验信息。仿真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由于本文所设目标检测模型没有涉及回波与干扰

同时存在情况，如果回波与干扰信号存在时域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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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则上述识别方法将失去意义，同时算法对𝐶&𝐼

干扰识别率较低，下步将针对上述问题，建立更

加贴近实际的数学模型，探索更为灵活有效的识

别处理方法。 
表一  总体识别情况（%） 

Tab.1  Overall identification（%） 
  干噪比/db 

信号样式 
-

15 
-

12 
-

9 
-

6 -3 

回 波 100 100 100 100 100 

卷积灵巧噪声

干扰 
0 3 80 99 99 

      

乘积灵巧噪声

干扰 
100 99 100 99 98 

间歇采样转发

干扰 
69 98 100 100 100 

C&I 干扰 5 8 12 41 67 

SMSP 干扰 94 100 100 100 100 

 
  干噪比/db 

信号样式 
0 3 6 9 12 15 

回 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卷积灵巧噪

声干扰 
93 98 98 98 96 97 

乘积灵巧噪

声干扰 
99 97 99 97 99 99 

间歇采样转

发干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C&I 干扰 72 85 97 98 99 100 

SMSP 干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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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Noise Jamming Recognition Based on Pulse Internal Features 

LI Si-wen, ZHANG Liang, , ZHANG Xiang-yu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1，China） 

Abstract: Smart noise jamming based on DRFM poses a great threat to coherent radar.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priori information by identifying jamming radar and guide the radar system to take 

specific measures to suppress it.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smart jamming is analyze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typical differences a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the 

jamming pulse,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are extracted, and the two-level grouping recognition process is 

adopted to process the recogni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Keywords:  Smart Noise Jamming; Feature Extraction; Grouping Recognition; Class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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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面部动作单元的面部运动异常识别 

李传春，金立左，柴 琳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医务人员在对梅杰综合征患者、面部痉挛等患者进行诊断时，需要根据病人的面部肌肉运动情况判断是

否患病。本文针对该问题设计了一个智能辅助诊断决策系统来帮助医生识别出面部肌肉运动异常的就诊人员。为

了快速判断出患者的面部运动是否异常，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依据，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面部动作单元的面部运动

异常检测方法，该方法主要分为特征向量提取和分类两部分，文中先是描述并讨论了两种对每一帧图像提取特征

的方法，即基于人脸特征点的几何特征和基于面部动作单元的特征提取方法。随后介绍了两种组合得到视频序列

特征向量的方式并通过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面部运动异常检测

方法能够达到 98%左右的分类精度，为进一步将该方案应用于多分类任务提供了验证。 

关键词：面部肌肉运动异常；面部动作单元；人脸特征点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发展，智能辅助诊

断决策支持系统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国

内外科技巨头也纷纷布局智能医疗领域。IBM 创

立 Watson Health 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运用于医疗行业，深入洞察医学知识和医学数据，

助力解决在肿瘤与基因、医学影像、生命科学、

健康管理，医疗支付等健康领域的多重难题；微

软借助智能技术探寻最优医疗手段及药品，满足

其医疗保健计划“汉诺威”的切实需求；阿里健康

以云平台为基础，建立了单独的学习平台 PAI2.0，

并与各大医院及医疗成像中心合作建成医疗成像

智能诊断平台，提供远程智能诊断及 3D 图像重

构等服务；腾讯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并向碳云智

能投资 1.5 亿美元，致力于建立人工智能内核模

型，对健康风险进行早期预警，有助于进行精准

及个性化治疗。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决策系统在医疗领域应用

中有如下作用：辅助诊断，提升精准性；高效利

用医疗资源，提高医疗诊断效率；可设立疾病风

险预警机制，提供健康顾问服务等。通过分析患

者的面部信息进而对病情进行诊断决策是辅助诊

断系统经常采用的模式。Chuan-Yu Chang 等人提

出的面部皮肤缺陷自动检测识别系统[1]能够自动

定位出病人的脸部、提取出感兴趣区域，并使用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分类器将潜在的面部缺陷区域

分为斑点、痤疮和正常皮肤，从而在术前精准地

确定治疗区域。文献[2]给出了一种基于视频的帕

金森患者面部表情自动分析方法，结果证明该方

法的平均效果要优于现有的分析方法。文献[3]通

过面部关键块分析对糖尿病进行非侵入式检测，

整个系统的检测过程分为四步：通过非侵入式设

备捕获面部图像、自动定位关键块、使用 LBP[4]

提取关键块的纹理特征、使用支持向量机进行分

类。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能够实时的精确识别

出糖尿病患者。此外，辅助诊断决策系统在阿尔

茨海默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等疾病的识

别上也有所发展。但是目前尚无对面部肌肉运动

异常进行诊断、分型的方法，因此本文主要围绕

该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面部动作单元（Facial 

Action Units, AUs or FAUS）的人面部肌肉运动异

常检测方法。该方法先从视频序列中每一帧图像 

里提取面部肌肉的运动信息作为空间特征，然后

将提取到的空间特征进一步封装成含有时间信息

的面部动作单元直方图（ Facial Action Units 

Histogram, FAUH）作为输入视频序列的特征向量，

最后再借助核函数为径向基函数的支持向量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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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分类。本文中使用 OpenFace[5]从视频序列

中获取每一帧的面部肌肉运动信息并使用面部动

作编码系统[6]（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FACS）

对其进行编码。 

1  面部肌肉运动异常检测原理 
1.1  图像特征提取 

人面部特征可以采用人脸特征点在视频序列

中的运动信息或者面部肌肉的运动情况。下面就

针对这两种特征提取方式进行描述。 

1.1.1  基于人脸特征点的特征 

为提取该特征必然需要先对图像中的人脸特

征点进行检测，可以采用 dlib[7]工具箱的内置函数

直接检测，得到面部 68 个特征点的二维坐标。68

个特征点分布见图 1。 

 

图 1  面部特征点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detected facial landmarks 

特征点的坐标信息并不能直接作为特征向量使用，

需要进一步提炼出能更好的表示面部运动信息的

特征。本文参考文献[8]中描述面部变化的方式计

算部分特征点之间的距离，并对其归一化以消除

潜在因素对几何距离的影响，比如个体间脸部大

小存在的差异、脸部与摄像机之间的距离等。在

68 个特征点中，部分特征点的位置固定，不会随

着面部肌肉的动作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所以这些

点可以作为计算距离的参考点。本文选择眼睛周

围最靠近鼻子的点 40、43 以及鼻尖上的点 34 作 
 
 

 
为参考点。需要计算的则是那些随着面部运动位

置会发生明显变化的点到对应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如图 2 所示，这些点的编号为 58、[19, 26]、[49, 

55]，图中绿色连线即为需要计算的动态距离和基

准值。在归一化时，左眉处四个特征点以 40 号和
22 号两点间的距离为基准，即将各个计算出的距

离除去该基准值。类似的，右眼以 43 和 23 号特

征点间的距离为归一化的基准值。在嘴巴周围的

34 和 52 号点之间的距离会被用来归一化编号为
49、50、51 和 53、54、55 两组特征点到 34 号点

间的距离。此外，分别将编号为 52 和 58、49 和
55 两对特征点间的距离视为嘴巴的高度和宽度，

二者也需要进行归一化操作。 

归一化后我们就可从中获得包含 6 个数值的

特征向量。其中，左眼和右眼附近计算得到的归

一化距离之和作为特征向量的前两个元素𝑒𝑦𝑒𝑙𝑒𝑓𝑡、

𝑒𝑦𝑒𝑟𝑖𝑔ℎ𝑡，以左眼为例，计算公式如下[8]： 

(40, )
eye

(40, 22)left

distance i

distance
     （1） 

 
左边嘴唇和右边嘴唇分别对应的两组特征点

可以得到𝑙𝑖𝑝𝑙𝑒𝑓𝑡、𝑙𝑖𝑝𝑟𝑖𝑔ℎ𝑡，以左边嘴唇为例，其计

算公式如下[8]： 

(34, )
lip

(34,52)left

distance i

distance
     （2） 

除此之外，嘴巴的高度 H 和宽度 W 也是重

要的描述信息。因此，每帧图像的特征向量最终

可以表示成 ( , , , ,W, H)
left right left right

eye eye lip lip 。

最后，得到的特征向量还需要减去人脸在自然状

态下对应的特征向量，这样得到的特征可以纯粹

的表示出人脸的运动信息。自然状态下人脸特征

向量的计算采用与文献[9]中计算自然人脸描述

子相同的方式：基于视频序列中大多数图像都是

人脸的自然表情这一假设，将视频序列中所有图

像对应的特征向量的中值当作人脸自然状态下的

特征。这样处理能够使系统避免因个体不同产生

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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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需要计算距离的面部特征点对 
Fig.2  Selected facial landmark pairs to calculate 

distances  

1.1.2  基于面部动作单元的特征 

除了前面描述的几何特征，在表情分析中常

用的特征提取技术还有 FACS[6]。FACS 使用面部

动作单元的组合来模拟面部肌肉运动，所以视频

序列包含的面部肌肉运动信息可以通过动作单元

的激活值来描述。在实际使用时，本文选取 AUs

中一个能够独特地描述感兴趣区域内肌肉运动的

子集作为目标动作单元，并将这些 AUs 映射到几

何特征点，从而缩小搜索空间。图 3中分别是AU9

和 AU10 两个面部动作单元在面部正常和异常两

种情况下的激活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中可以

看出异常人脸的动作单元比正常人脸的动作幅度

高。 

面部肌肉运动信息主要通过面部动作单元检

测，因而 AUs 信号的检测精度至关重要。对于面

部动作单元检测，本文有开源的面部行为分析工

具 OpenFace 和 TAUD[10]（Temporal-based Action 

Unit Detection）两种动作单元检测器可以选择。

虽然二者均可以在不依赖 GPU 仅使用 CPU 的情

况下实时运行，但是考虑到 OpenFace 能够检测到
18 种 AUs 的激活信号，TAUD 仅能检测到 7 种
AUs 的激活信号，本文倾向于选择 OpenFace 检

测器。 

OpenFace 检测面部动作单元的过程也分为

特征提取和分类两部分。如图 4 所示，所提取的

特征包含几何特征和表观特征两部分，其中几何

特征由 CLNF[11]（Constrained Local Neutral Filed）

面部特征点检测器的参数和人脸特征点的三维坐

标构成，而表观特征则是面部区域的 HOG 特征

经过 PCA 降维后的结果。另外，为加快训练和测

试速度，OpenFace 使用基于线性核函数的 SVM

作为分类器。 
 

 

图 3  AU9 和 AU10 在正常与异常动作中的激活值

变化 
Fig.3  Changes in activation values of AU9 and AU10 

in normal and abnormal actions 

 

面部特征点

检测

表观特征

几何特征

输入视频

序列

特征
向量

SVM
分类器

 

图 4  OpenFace 检测面部动作单元流程图 
Fig.4  Overview of OpenFace AUs detection pippline 

1.2  视频序列特征提取 
通过人脸特征点提取的几何特征虽然简单直

观，但是对特征点的检测精度相当敏感，当人脸

出现遮挡、视角偏移等情况时，提取到的几何特

征往往会给后续的分类环节带来较大的误差。此

外，特征点检测器在训练时使用的数据集本身就

是人根据经验手动标记产生的，自然给检测模型

带有不可忽视的定位误差。而基于面部运动单元

的特征提取可以直观反映面部特征点的运动信息，

因此，本系统基于面部动作单元对图像进行特征

提取。 

考虑到该系统的输入是一段固定长度的视频

序列，因此必须得到视频序列所对应的特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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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动作单元的均值构成的长度为 17 的向量

足以描述二分类情况下的视频序列，但是为了后

续多分类的任务的进行，本文采用文献[12]中提

到的特征组合方式先逐帧统计每个 AU 的激活值

生成 n 个统计直方图，然后将所有的直方图依次

连接作为该序列的特征向量。下面详细介绍特征

向量的构造过程。 

定义选择的动作单元为集合 A={AU_1, 

AU_2, ….，AU_n}， j

k
AU 表示第 k 帧中第 j 个

AU 的激活值，K表示输入视频的总帧数，n 表示

AUs 的总数， j
B

H  表示第 j 个 AU 对应的含 B 个

bins 的直方图。那么，输入视频经过 AU 检测器

之后的结果如下： 

k ΑU [0,5]AU j i

k
video AU 

检测器 ,其中  （3） 

然后经过统计函数hist( , )A B 得到 

k( , )j j

B
H hist AU B         （4） 

那么视频序列的特征向量表示为： 
1 2 j= n

B B B B
H H H H H     P P P P P    （5） 

图 5 是按照上述方法从单个训练样本中提取

到的特征（长度为 85）。 

 

图 5  输入视频序列的特征示例 
Fig.5  Example for feature of input video sequence 

在得到输入视频的特征向量以后，我们使用

RBF核化的 SVM 分类器对其进行分类即可。 

2  结果和分析 
为了解决训练正负样本的不均衡问题，本文

采用在视频序列中随机抽取固定长度序列的方式

扩充样本，最终获得 20000 个训练样例，其中正

负样例各占 10000 个。考虑到输入视频序列的长

度可能会对检测精度造成影响，实验时对不同长

度的视频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特征向量的测试结果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s in various feature vector 

特征组合方式 30 帧 50 帧 
100

帧 200 帧 

均值 63.20% 70.32% 94.65% 98.72% 

直方图 65.25% 70.67% 95.65% 99.33% 

均值/特征点 59.45% 65.78% 85.33% 90.67% 

直方图/特征点 60.33% 66.67% 86.00% 91.33% 

实验时，SVM 的核函数均选择径向基核函数，

惩罚系数 C 设为 2，gamma 设为 3。从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基于人脸特征点的特征在检测精度上

明显低于提取到的基于面部动作的特征，进一步

验证了本文中方案选择的正确性。其次，在特征

组合上，取均值的效果和构建 FAUH 的效果基本

一致，这说明该特征在二分类时能较好地表示样

本的信息，而在多分类情况下的效果，则需要更

多的验证。 

3  结束语 
本文分析介绍了基于人脸特征点和基于面部

动作单元的特征，说明了视频序列提取特征的两

种方式，并通过实验对系统的性能进行了验证，

实验结果证明，在输入视频经过 AU 检测器基础

上的面部动作特征的提取方法，可以以较高的正

确率检测出有异常动作的人脸。 

在分类过程中增加视频序列的长度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检测精度，使用数理统计信息作为

特征可以增加特征的表示能力。本文针对的是二

分类任务，因而更复杂的多分类问题将会是我们

后续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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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al Movement Anomaly Recognition based  
on Facial Action Units 
LI Chuan-chun，JIN Li-zuo，CHAI Lin 

（School of Autom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s: In the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eige syndrome, facial spasm and other diseases, medical personnel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patients are sick or not based on their facial muscle movements. In this paper, an 

intelligent diagnostic decision system is designed to help doctors identify patients with abnormal facial muscle 

movements. In order to quick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tient's facial movement is abnormal or not,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further treat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facial movement anomaly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facial movement units. With this method, we can classify video sequences of fixed length with nearly 100% 

accuracy. This method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eature vector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is paper, 

two methods of feature extraction for each frame image a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namely, geometric feature 

based on facial landmarks and feature extraction based on facial action units. Then,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wo combination methods of obtaining feature vectors of video sequence feature vector and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test results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facial movement anomaly detection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reach about 

98%, which provides a verification for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is scheme in multi-classification tasks. 

Keywords:  abnormal facial muscle movement; facial action units; facial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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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重识别的分析研究 

赵 颖，金立左，柴 琳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比对了三种主流的行人重识别的算法模型，包括改进网络结构法，行人对齐法，增强数据

法。详细介绍了三种代表模型的算法原理，并且在相同的深度学习框架 PyTorch 中实现了相关算法并进行了效果

评估比对，得出三种主流方法的特色及其优越性，以及在相关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相关研究方向。最后对行

人再识别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行人重识别；深度学习；PyTorch 

中图分类号：O441.3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行人重识别也称行人再识别，是利用计算机视

觉技术判断图像或者视频序列中是否存在特定行

人的技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图像检索的子问题，

即给定一个监控行人图像，检索跨设备下的该行人

图像，是当前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中的前沿

课题。 

近年来，虽然单个摄像头视频序列分析技术已

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部分已经取得了实际的

应用，但是单个摄像头无法覆盖到更广大的区域，

因此分析一个地区的视频信息需要综合多个摄像

头的视频序列。跨视域指各摄像头位于不同的位置

和视角，其视域互不重叠，为解决摄像头网络下的

广域行人分析，就必须首先解决跨视域多摄像头下

行人再识别这一关键技术课题。近年来，跨视域多

摄像头下行人重识别方法受到了相关领域科研人

员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受到政府和公安部门越

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公共安全管理和犯罪侦破的重

要手段。案发后侦察员往往第一时间通过查看大量

案发现场附近和案发时间前后的监控视频录像，来

获取某一目标的活动画面和轨迹，以便排查，锁定

和追踪嫌疑目标。如果这一过程通过人工完成，无

法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行人重识别就是在该背

景下应用的重要技术之一 0。在技术的实际应用中

目前存在如下难点： 

1）由于拍摄清晰度和角度的限制，摄像头往

往很难捕捉到行人清晰的脸部特征，需要通过身体

形态和衣着装饰等信息进行识别。 

2)由于在不同摄像机视域中 目标受摄像机自

身特性、光照条件、视角、姿态以及遮挡等因素的

影响导致同一目标在不同摄像机中特征差异较大 0; 

以及不同目标衣服颜色近似、特征近似导致区分度

下降。 

1  相关方法 
1.1  人工特征方法 

在行人重识别课题研究的早期，大量工作中采

用的是基于人工特征的算法。基于人工特征的识别

系统一般由两大部分组成，人工特征设计与度量学

习。一般而言，在这个阶段，特征设计与度量学习

在整个行人重识别系统中是分开的、彼此独立的过

程，研究者们会针对这两个过程进行分别分析与建

模 0。2015 年的 CVPR 中，Liao 等人 0 提出了
LOMO 的特征表示方法，以及 XQDA 的度量学习

方法，他们将行人图像划分为相同大小的图像块，

对每个图像块提取了颜色直方图以及 SILTP 直方

图，然后对于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的图像块的每一维

特征进行了最大池化从而得到 LOMO 描述子，该

特征具有良好的光照及角度不变性。XQDA(Cross-

view Quadratic Discriminant Analysis)的度量学习方

法是将 KISSME 与 PCA 相结合，将度量学习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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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降维中子空间的学习融合到一个优化过程中，获

得了较好的效果。Chen 等人 0 提出用图像块特征

(patch descriptor)来描述图像，并在马氏距离中加入

了双线性相似度，用来衡量图像对之间的距离；

Yang 等人 0 同样结合了马氏距离与双线性相似度，

并且把图像对的相似性及相异性考虑进来，指出了

不相似图像对的协方差矩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

相似图像对的协方差矩阵计算得到，使得该度量学

习方法能够更好地适应大规模的行人重识别问题。 

基于人工特征设计的行人再识别经过多年研

究，已经取得很大的研究进展，积累了许多成功经

验。然而，人工设计特征的优劣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

设计者的先验知识和手工调参。由于在特征设计中

允许出现的参数个数十分有限，有效特征的产生需

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特征的泛化能力较弱 0，而深度

学习模型相较于传统基于人工特征的模型具备其

独特的优势，它可以通过梯度下降算法来自适应地

获得表达能力较强的特征，从而避免了传统模型中

繁杂的特征设计过程；并且相较于基于规则的手工

特征，深度特征往往更能反映数据集的特点。在行

人重识别任务中，与手工特征模型不同，深度模型

往往会将特征提取与度量学习两个过程融入到一

个网络中，形成一个端到端的可训练的系统，这就

相当于将原本的分步求优问题转化成了联合求优，

不仅简化了系统，而且能够带来性能的提升，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重识别方法。 

1.2 深度学习方法 
近年来，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基于深度

学习的方法在各类的计算机视觉任务中表现出了

相当卓越的性能，因此很多研究者开始将深度学习

模型引入到行人重识别问题中来。 

早期行人重识别的深度模型中，使用最为广泛

的是一种称为孪生网络(Siamese Network)的网络结

构，这种网络结构将行人重识别问题看作一个二分

类问题，使用二元图像对作为网络的输入，输出结

果是图像对属于或者不属于同一个人的概率，该网

络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2014 年，Li 等人 0首先使

用这种网络结构，他们在孪生网络中加入一个图像

块匹配层，用于匹配两张图像间不同的图像块，并

使用点乘的方式来计算特征图之间的相似度。2015

年 CVPR 中的工作 0，对 Li 等人的工作进行了改

进，提出了一个新的网络模型来同时学习特征和对

应的相似性度量，在孪生网络中加入了一种相似度

计算层，通过计算相邻局部区域的差值来生成两个

特征之间的相似度特征图，进一步计算输入图像对

之间的相似度。Zheng0等人提出融合验证模型和识

别模型的观念，并通过互补来规避两者各自的缺点。 

在 2017 年的 ICCV 中，Zhao 等人 0提出了一

种简单而有效的人体部分对齐表示，用于处理身体

局部匹配错位问题，首次将显著度机制融入到网络

的设计中，使用多个显著度分支来自适应地关注到

不同行人的相同部位；同样为了解决行人部位对齐

的问题，在 2017 年 CVPR 中，Zhao 等人 0提出了

一种叫做 Spindle-Net 的行人重识别网络，他们通

过人体姿态估计的预训练模型得到了人体的 14 个

关键点，并使用这 14 个关键点来获取 7 个人体的

局部感兴趣区域，然后用一个多分支网络对这些局

部区域进行特征分别提取并融合，从而形成一个完

整的行人特征来进行行人匹配；相似的工作是在 0

中，作者提出了 Global-Local-Alignment Descriptor 

(GLAD)方法，GLAD 包含两个模块，一是部件提

取，通过算法估计人体的 4 个关键点，提取人体的

头部、上半身体、下半身体。二是描述子学习，由

四个子网络组成一个 CNN，并共享卷积层，分别学

习三个部件信息和全局信息。整个过程主要分为两

步，首先估计输入图像的各个部件，然后从全局图

像和部件图像中学习描述子。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使用 GAN 来生成不同

视角下的行人图像来帮助网络更好地获取行人特

征。在 2017 ICCV中，Zheng等人 0提出了使用GAN

来额外生成行人数据进行训练的思想，并给每一个

生成的数据贴上相应的“软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一般模型的性能；在 0中，Qian 等人提出了一

种行人图像生成网络，可以根据不同的姿态来生成 

不同视角下的行人图像，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每一

个行人图像都按指定的 8 种姿态生成其所对应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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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视角下的图像，并将这 8 个视角下的图像特

征与原图的特征融合成为一个特征来表示行人，从

而消除了视角对行人重识别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行人重识别相关论文的研究，可以

发现有三种典型的模型，一种是通过改变网络结构，

和组合两种网络结构来增强效果，如 000；一种是着

重于利用提取更多更有效地行人特征，如行人对齐

方法来提升性能如 000；还有一种是通过增强行人数

据样本来减少过拟合，达到更理想的效果如 00。基

于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本文研究了三种有代表性的

近几年新出的论文模型，发掘其特色及做出效果分

析。 

 

图 1  Siamese 网络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iamese network structure 

2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三种典型的行人重识别模

型在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下的表现对比。下面主

要介绍深度学习框架的选择和模型介绍。 

2.1  深度学习框架的选择 

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深度学习框架如雨后春

笋般诞生，有 TensorFlow 、Caffe、Theano、Keras

等，这些深度学习框架被应用于计算机视觉、语音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与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并获取

了极好的效果。此篇论文着重研究了 TensorFlow 和

Pytorch两种主流框架，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对比，

选择一种作为最适合此次研究的框架。 

2.1.1 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一个采用数据流图用于数值计

算的开源软件库。它灵活的架构让你可以在多种平

台上展开计算，例如台式计算机中的一个或多个

CPU（或 GPU），服务器，移动设备等，这个系统

的通用性使其也可广泛用于其他计算领域。其优点

如下： 

灵活性。TensorFlow 不是一个严格的“神经网

络”库，只要可以将计算表示为一个数据流图，就可

以使用 Tensorflow。他们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来帮助

你组装“子图”（常用于神经网络），用户也可以自己

在 Tensorflow 基础上写自己的“上层库”。定义顺手

好用的新复合操作和写一个 python 函数一样容易，

而且也不用担心性能损耗。 

可移植性。Tensorflow 可以在 CPU 和 GPU 上

运行，可以运行在台式机、服务器、手机移动设备

等。在没有特殊硬件的前提下，Tensorflow 可以帮

你实现在笔记本上实现机器学习的新想法，也可以

将你的训练好的模型作为产品的一部分用到手机

app 里。如果想要将你的模型作为云端服务运行在

自己的服务器上，或者运行在 Docker 容器里，

Tensorfow也能办到。 

多语言支持。Tensorflow 有一个合理的 c++使

用界面，也有一个易用的 python 使用界面来构建和

执行 graphs。你可以直接写 python/c++程序，也可

以用交互式的 ipython 界面来用 Tensorflow 尝试些

想法，它可以帮你将笔记、代码、可视化等有条理

地归置好。 

2.1.2 PyTorch 

PyTorch 是 Torch7 团队开发的。Torch 是一个

开源科学计算框架，可以追溯到 2002 年纽约大学

的项目。Torch 采用 Lua 作为它的开发语言，但 Lua

语言的受众比较局限。为了满足当今业界里 Python

先行(Python First)的原则，PyTorch 应运而生成为当

下最流行的动态图框架。其优点如下： 

简洁。PyTorch 的设计追求最少的封装，

PyTorch 的设计遵循张量（tensor）→变量（variable）

→神经网络模块（nn.Module）三个由低到高的抽象

层次，而且这三个抽象之间联系紧密，可以同时进

行修改和操作。不像 TensorFlow中充斥着 session、

graph、operation、variable、tensor、layer 等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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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简洁的设计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代码易

于理解。PyTorch 的源码只有 TensorFlow 的十分之

一左右，更少的抽象、更直观的设计使得 PyTorch

的源码十分易于阅读。在笔者眼里，PyTorch 的源

码甚至比许多框架的文档更容易理解。 

速度。PyTorch 的灵活性不以速度为代价，在

许多评测中，PyTorch 的速度表现胜过 TensorFlow

和 Keras 等框架。同样的算法，使用 PyTorch 实现

的更有可能比用其他框架实现的速度快。 

易用。PyTorch 是所有的框架中面向对象设计

的最优雅的一个。PyTorch 的面向对象的接口设计

来源于 Torch，而 Torch 的接口设计以灵活易用而

著称，Keras 作者最初就是受 Torch 的启发才开发

Keras。PyTorch 继承了 Torch 的衣钵，尤其是 API

的设计和模块的接口都与 Torch 高度一致。PyTorch

的设计最符合人们的思维，它让用户尽可能地专注

于实现自己的想法，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框架本身

的束缚。 

活跃的社区。PyTorch 提供了完整的文档，循

序渐进的指南，作者亲自维护的论坛 供用户交流

和求教问题。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对 PyTorch

提供了强力支持，作为当今排名前三的深度学习研

究机构，FAIR 的支持足以确保 PyTorch 获得持续

的开发更新，不至于像许多由个人开发的框架那样

昙花一现。 

2.1.3 PyTorch相对于 Tensorflow的优势 

Tensorflow 是静态的，想要改变网络结构，需

要从头构建。而 pytorch 通过反向自动求导技术，

能够快速且容易地更改神经网络。动态神经网络是

pytorch最大优势。再加上 2.1.2中叙述的 Pytorch有

优于 TensorFlow 的简洁性，速度快等优点，更适合

此课题研究，所以本文选择 PyTorch 框架作为实验

研究框架。 

2.2  模型介绍 

2.2.1 A Discriminatively Learned CNN Embedding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0 

此模型（下文用模型1代称）结合了验证模型

和识别模型的优点，并通过互补来规避两者各自的

缺点。 

如图2所示，验证模型是把行人重识别当作一

个二分类的识别任务或者说是相似性回归任务，以

图片对作为输入并判断他们是否为同一个人。缺点

是只使用弱 Reid 标签，而没有考虑图像对与其他

图片之间的关系。识别模型充分利用 Reid 标签，把

行人重识别当作一个多分类的识别任务，用以特征

学习。缺点是识别模型的主要缺点是训练目标与测

试程序不同，它没有考虑图像对之间的相似性测量，

这在行人检索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 

 
图 2  验证模型和识别模型之间的差异 

Fig.2  Differences between validation models and 
recognition models 

图 3 是此模型的网络结构，在给定一对大小

为 227×227 的输入图像的情况下，该网络可以同

时预测两幅图像的 ID 和相似性得分。该网络由两

个预训练的 CNN 模型、三个额外的卷积层、一个

方形层和三个损耗组成。它由识别标签 T 和验证

标签 S 监督。预先培训的 CNN 模型可以是

CaffeNet、VGG16 或 ResNet-50，已经从中移除了

最终的全连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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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型 1 结构 

Fig.3  Model 1 Structure 

2.2.2 Part-Aligned Bilinear Representations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0 

该模型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行人对齐识别网络

（下文用模型 2 代称），行人身体各部位的对齐对

于行人重识别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行人重

识别的图像数据绝大多数是非对齐的，所以如何处

理这种非对准的情况是此方法研究的重点。下面两

点是此方法的特色： 

1）提出一个基于身体部位对齐的双流网络模

型，如图 4 所示，该模型主要由一个双流网络和一

个双线性池组成。 

2）训练网络不需要对行人重识别数据集进行

任何身体部位注释。相反，可以使用预训练的权重

简单地初始化部位特征图生成流，而预训练的权重

是从标准姿势估计数据集训练得到的。 

对于一张输入的图片，同时在两个分支中计算。

第一个分支用于提取人体的表面表征图，第二个分

支用于提取人的肢体关键点的表征图。对于表征图，

一种直观的看法就是一种热力图，表明该位置的置

信度。  

在两个分支中分别计算后得到两组特征图，分

别是 A 和 P，然后将这些特征图并联双线性池化，

得到特征向量 f，最后采用 l2正则化得到输出结果。  

对于网络结构（如图 4 所示），第一个分支采

用 GoogleNet-V1 结构，第二个分支采用 OpenPose

的前三个 stage。  

该模型提出了一个双线性池化层。我们在 A 和

P 上执行双线性池来计算部分对齐的表示 f，分为

两个步骤，先进行双线性转换，然后再进行空间全

局池化。a
xy
为外观图 A 中位置（x，y）处的外观

描述符， p
xy
为零件图 P 中位置（x，y）处的零件

描述符。对于池化层没有太多区别，主要就是对于

一个矩形范围内的所有输出进行平均池化。主要的

改变在于向量 p
xy
与 a

xy
向量采用叉乘方式进行

融合。公式如下： 

  f vec a p
xy xy xy

    (1) 

  1
f pooling f f

xy xy xyxyS
       (2) 

此时已经得到了融合后的特征图，再进行一次

归一化处理。  

|| ||2

f
f

f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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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公式(1)-(3)得：  

          (4) 

              (5) 

             (6) 

𝑓 =
1

𝑆
∑ 𝑓𝑥�̃�𝑥𝑦              (7) 

公式（4）采用平均池化，即对邻域内特征点只求平

均，能减小邻域大小受限造成的估计值方差增大，更

多的保留图像的背景信息。 

 
图 4  模型 2 结构 

Fig.4  Model2 Structure 

2.2.3 Camera Style Adaptation for Person Re-
identification0 

该模型被称为Camera style adaption的方法（下

文用模型 3 代称），可以将一幅图像增广为由不同

相机拍摄出来的样子，从而达到了以下两个目的：

1）在训练集中增加更多样本来了解摄像机之间的

风格差异，解决了个人身份识别中的数据稀缺问题，

并学习到了不同相机之间的不变特征；2）增加数据

多样性以防止过度拟合，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程度的

噪音。为了缓解这个问题，在改进后的版本中，进

一步在样式转移样本上应用标签平滑正则化

（LSR），以便他们的标签在训练期间柔和地分布。 

图 5 是模型示意图，真实数据集的图片，经过

风格转换模型增广了其他角度的相机图片，然后生

成新的数据集，然后再经过 CNN 网络，池化层，

全连接层输出最后的结果。 

 
图 5  模型 3 结构 

Fig.5  Model 3 Structure 

3  仿真结果分析 
本文在同一个 Linux 服务器的 PyTorch 框架下

实现上述三种模型。在两大行人重识别数据集

Market-1501 数据集和 DukeMTMC-reID 数据集上

进行训练，测试和验证，评价指标采用 CMC Rank-

k 与 mAP。 

3.1  数据集和评价指标 

3.1.1 数据集 

Market-1501 数据集在清华大学校园中采集拍

摄，在 2015 年构建并公开。它包括由 6 个摄像头

（其中 5 个高清摄像头和 1 个低清摄像头）拍摄到

的 1501 个行人、32668 个检测到的行人矩形框。每

个行人至少由 2 个摄像头捕获到，并且在一个摄像

头中可能具有多张图像。数据集被分为训练集和测

试集，训练集有 751 人，包含 12,936 张图像，平

均每个人有 17.2 张训练数据；测试集有 750 人，

包含 19,732 张图像，平均每个人有 26.3 张测试数

据。3368 张查询图像的行人检测矩形框是人工绘

制的，而 gallery 中的行人检测矩形框则是使用

DPM 检测器检测得到的。 

DukeMTMC 数据集是一个大规模标记的多目

标多摄像机行人跟踪数据集。它提供了一个由 8 个

同步摄像机记录的新型大型高清视频数据集，具有

7,000 多个单摄像机轨迹和超过 2,700 多个独立人

物，DukeMTMC-reID 是 DukeMTMC 数据集的行

人重识别子集，并且提供了人工标注的边界框。该

数据集提供训练集和测试集。 训练集包含16,52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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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测试集包含 17,661 张图像。训练数据中一共

有 702 人，平均每类（每个人）有 23.5 张训练数

据。是目前最大的行人重识别数据集，并且提供了

行人属性（性别/长短袖/是否背包等）的标注。 

3.1.2 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两个评价指标来评估所有数据集上

的行人重识别方法的性能：第一个评价指标是

CMC 曲线，全称是 Cumulative Match Characteristic 

(CMC) curve，也就是累积匹配曲线。一般用 Rank-

1, Rank-5, Rank-10 scores 代替，反应检索准确度。 

把行人重识别看作是一个排序问题，Rank-1 指在

图库中第一次就成功匹配的概率， 就是排在排序

表中第一位的图片是正确结果的概率， 通过实验

多次取平均值得到；Rank-k 就是搜索结果中最靠前

（置信度最高）的 n 张图有正确结果的概率。 

第二个评价指标是平均精度均值 mAP，mAP

的全称是 mean average precision，用于衡量算法的

搜索能力。它是平均精度(Average Precision， AP)

的均值，把行人重识别看作是一个目标检索问题，

使用 mAP 来度量。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可视化排名的结果样例如图 6 所示，在两种数

据集上的 Rank-k 与 mAP 结果分别如表 1-2 所示。 

 

图 6  可视化排名结果 
Fig.6  Visual ranking results 

 
 
 
 
 
 

表 1  三种模型的表现比较（在Market-1501数据集上） 
Tab.1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On Market-1501 Data Set） 

算法 mAP Rank-
1 

Rank-
5 Rank-10 

模型 1 72.2% 88.3% 95.3% 96.9% 

模型 2 80.0% 92.3% 97.0% 98.1% 

模型 3 86.1% 91.2% 94.9% 96.1% 

表 2  三种模型的表现比较 

（在 DukeMTMC-reID数据集数据集上） 
Tab.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On DukeMTMC-reID Data Set） 
算法 mAP Rank-1 Rank-5 Rank-10 

模型 1 62.1% 79.4% 88.3% 92.0% 

模型 2 69.2% 84.2% 92.1% 93.5% 

模型 3 74.8 % 82.3% 89.1% 91.5%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三种模型都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在现有模型里都是佼佼者。虽然有一点细

微的差别，即模型 2 和模型 3 稍微更加出色。从实

验结果和模型特点的角度考虑，可得出如下结论： 

1)与以往的方法相比，模型 3 从相机风格适应

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明确的策略。对于基于深

度学习的行人重识别，甚至其他方面的深度学习项

目而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数据，深度学习

将无从下手。为了学习对相机变化具有鲁棒性的能

力，标注大型数据集是非常有用的，但却很昂贵。

因此，想方设法增添训练集中的样本，以及和目前

的自动标注算法相结合，是未来做相关研究的一个

很重要的突破口。 

2) 模型 2 是一种典型的行人对齐网络，由于

视角转换和姿态的可变性较强以及检测算法的不

可靠性，导致了行人重识别中出现人体关键点失配

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难点。如果进行关键点定位

和配准，是进行行人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3）每种网络模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

深度了解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需求进行结合，

可以达到创新性的效果。对于模型 1 提出的验证模

型和识别模型相结合的方法，0 的网络也是使用了

相似的思路，说明此方法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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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所需网络结构的深层含义，取长补短，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减少不良反应，是一门值得研究的

艺术。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进行了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行人重

识别对比型研究，对相关算法的进展有了一个很好

的总结和梳理，其中选出来三种有代表性的模型，

包括改进网络结构；着重于行人对齐；增强数据三

种方法。经过理论分析与实验数据的对比研究，总

结出各模型特色与融合方式。 

行人再识别是当今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重要问

题， 其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良好的应用前

景。目前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 基于深度学习

的方法展现出巨大的优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

是仍然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将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 
1）目前很多算法都依赖于场景数据，即训练

测试都是一个数据集，如能把模型迁移到其他场景

进行测试则能实现跨视域的再识别，比如取 Market

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将训练好的模型迁移到其他

场景如CUHK03数据集进行测试，然后取 CUHK03

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再将训练好的模型迁移到

Market 数据集进行测试。这种做法会对实现跨场景

目标再识别有更好的作用。 

2）生物线索有很多种，步态，人脸，整体外观

等信息，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但是目前的行人再

识别方法过于依赖行人的整体外观信息，容易造成

误判，很难达到理想的识别效果。因此，结合多种

生物线索将有利于提高行人再识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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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ZHAO Ying，JIN Li-zuo，Chai Lin 

（College of Autom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study and compare three main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models, 

including improved network structure method, pedestrian alignment method and enhanced data method. The 

algorithm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model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related algorithm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same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PyTorch, and the results a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ainstream methods are obtained,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related research directions.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s prospected. 

Keywords: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deep learning; Py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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