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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海陆
语义分割方法
蔡 咪 1a , 吕亚飞 1b , 熊 伟 1c
（1. 海军航空大学，信息融合所，山东 烟台 264001）
摘 要：针对海陆语义分割中，陆地、码头形状多样，背景目标复杂等情况造成的像素分类错误、边界分割模糊
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海陆分语义割方法。该方法以端对端的训练方式
实现了对目标的逐像素分类。针对海陆分割中像素分类错误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以不同尺度图像为输入的三个并
行的编码结构，通过融合不同尺度的特征图，丰富特征代表算子的语义信息，增大像素分类准确率。针对海陆分
割中边界分割模糊问题，本文设计了一个能够融合编码结构中低层粗糙位置信息的解码结构，对特征图进行更加
精确的上采样，恢复像素的密集位置信息，提高海陆分割准确度。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的验证本文所提

会

网络框架，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海陆分割数据集 HRSC2016-SL。与最新的语义分割算法相比，本文所提算法取

合
大

得了更好的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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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图像海陆分割，本文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国

0 引言

届
中

遥感图像海陆分割的目的是将码头图像中

对海陆区域进行逐像素的分类，实现更加精确的
海陆语义分割效果。
现有的语义分割方法大多数是针对于自然

目标的快速检测和分类，在海上安全、海上交通

场景图像，2014 年 Jonathan Long 等人首次提出

监视，船舶救援，渔业管理和海上态势感知（MSA）

利用全卷积网络代替全连接层，设计了一个可以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遥感图像俯视图的

实现端对端语义分割的全卷积网络（FCN）
。该网

特点，海上信息较少，舰船目标特征相似，特征

络结构将卷积层代替全连接层，同时利用双线性

区分性不强，而港口陆地的空间位置及表面特征

插值法将对图像进行像素恢复，通过融合低层的

复杂，不利于舰船目标的快速检测与识别。对海

表面粗糙信息与高层的精细语义信息得到更加

陆区域进行分割，可以预先排除陆地对舰船检测

精确的位置信息，最后实现了更加精确和详细的

与识别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实现舰船目标更加快

分割结果。

第

九

海洋区域和陆地区域区分开来，有助于实现舰船

速且精确的检测与识别。

图像语义分割在对像素进行精确的分类同

传统的分割方法 大部分是利用图像像素的

时，还要对像素进行精确的定位，才能得到更加

形状、纹理和颜色等低级语义信息进行分割，对

精准的分割结果。随着池化层的增加，图像分辨

于低级语义信息较少的遥感图像来说效果不甚

率逐渐减小，在得到更加丰富的高级语义信息的

理想。随着深度学习[2]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快速发

同时，图像位置细节信息逐渐丢失，导致预测定

展，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 已经成为自然

位不准确，论文[6]利用空洞卷积设计了一个新的

图像检测[4]与语义分割[5]的主要建模工具，随着

卷积网络模型，在减少分辨率损失的同时能够聚

遥感图像数据量的增大，DCNN 在遥感领域中产

合多尺度上下文信息，即在得到丰富的高层语义

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

信息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像素位置信息的损失，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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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位置信息更加密集，实现了更加精确的预测

络架构，在多个编码结构的不同层之间将多个特征

结果。论文[7]提出了一个全局卷积网络，大尺度

图进行融合，得到更加丰富的特征算子。同时，设

的卷积核能够增大有效感受野，能够同时有效的

计了一个编码结构，融合编码部分不同层次的特征

提高语义分割中分类和定位效果，提高分割精确

图对提取的丰富特征进行像素恢复，得到更加密集

度。为了解决多尺度目标问题，论文[8]提出了一

的像素位置信息。

个新的网络结构 DeepLabv3，利用空洞卷积设计

基于现有的海陆语义分割方法的不足之处，本

了一个串联和并联模型，同时增加了一个空洞空

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海陆

间金子塔模型来得到多尺度的特征图。论文[9]提

分割网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出 了 一 个 新 的 网 络 结 构 DeepLabv3+ ， 在

（1）设计了一个新的编码模型，该模型以三个

DeepLabv3 基础上添加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解码模

不同尺度的图像作为输入，三个并行的编码结构分

块，该解码模块能够更加精细的恢复目标的位置

别对输入图像进行不同尺度的特征提取并在编码

信息，尤其是目标的边界信息。论文[10]针对图

部分将多尺度的特征图进行融合来帮助提高像素

像语义较为简单，结构较为固定且样本少的医疗

级分类效果。
（2）设计了一个解码模块，通过将编码模块中

结构，同时利用跳跃连接将编码解码特征图进行

已经融合的不同层的多尺度特征图与解码模块中

融合获得更加密集的目标位置信息。

的特征进行再次融合来恢复更加密集的像素位置
（ 3 ）创建了一个新的海陆语义分割数据集

对城市区域小目标遥感图像设计了一个深度卷积

HRSC2016-SL，该数据集通过不同传感器类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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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河流、森林等地物目标进行分割，论文[11]针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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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语义分割方法针对于遥感图像中建筑、陆

合
大

会

影像进行分割，提出了一个具有对称编码-解码

多个著名港口收集而来，包含不同分辨率及不同尺

届
中

神经网络，实现了端对端的图像像素级分割。论文

寸的 1000 张数据量。

化网络，该网络结构以不同分辨率的图像作为输入

1 网络结构

九

[12]提出了一个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的多路径细

第

并通过上采样及相加的方式进行融合，同时设计了
一个链式残差池化模型将不同池化层特征图进行

1.1 多编码器特征融合网络（MEFF-Net）

融合获得多尺度的特征图得到了更加精细的分割

对于大多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或

结果。论文[13]针对遥感图像中目标小而密集产生

分类的算法，在特征提取部分增加特征提取的网络

语义分割问题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络结构，该网络结

深度可以获得更多的语义信息，提高分类准确度，

构利用空洞卷积不断减少的空洞因子聚合更多的

也可以利用空间金子塔模型，通过融合多个不同尺

局部特征的同时减少分辨率的损失，提高小目标的

度的特征图得到更加丰富的特征算子提高分类准

分割精度。

确度。而与目标检测或分类算法不同的是，图像语

但是，与自然场景图像以及遥感图像城市目标

义分割算法不仅需要获取目标的特征信息，还需对

不同的是，海陆语义分割中陆地形状多样，码头细

图像进行原尺寸的恢复，图像像素位置信息恢复得

长，靠码头的舰船目标容易分割成码头，出现像素

更加准确，分割结果更好。在提高目标位置信息方

级分类不准确的现象。同时部分码头与舰船边界不

面：相比与标准卷积，空洞卷积在扩大感受野的同

清，导致码头边界分割不明确，出现边界模糊定位

时可以减少图像分辨率的损失，从而能够恢复更加

的现象。为了解决以上出现的像素分类和定位的问

密集的目标位置信息。对恢复像素位置信息的编码

题，本文基于 U-Net

网络进行改进，设计了以不

模块进行改进，如 U-Net，通过非线性插值法进行

同尺度的图像作为输入的多个编码结构并行的网

上采样，利用跳跃连接，将编码部分不同尺度的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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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图与解码部分的上采样恢复图片进行融合，可以

图片为三个不同尺度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大小分

得到更加精细的像素位置信息。如 SegNet[14]通过对

别为 256×256，512×512 以及 1024×1024，图片在

池化标志进行非池化进行上采样的同时，利用跳跃

进入网络时会首先进入编码部分，得到特征图。该

连接帮助恢复像素更加精确的位置信息。

网络的编码部分由三个并行的编码结构组成，在编

本文基于 U-Net 进行改进，针对遥感图像海陆

码结构的末端进行特征融合，融合后的特征图作为

分割特点及问题，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络结构 MEFF-

解码部分的特征输入。随后由解码结对特征图进行

Net，如图 1.1 所示。该网络结构是一个端到端的全

目标位置的恢复，最终得到预测分割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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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神经网络，由编码和解码两部分组成，其输入

届
中

图1
网络整体框架图
Fig.1
Network overall framework

征图，最后一层输出特征图尺度同样为 16×16。在

也是一个以编码-解码为框架的网路结构。解码结

编码部分的三个编码结构中，每一个编码模块的结

构为含有四个串联解码模块加一个 softmax 分类层

构均相同，均含有一个池化层，用于降低图像尺寸。

的解码器，每一个解码模块的输出均为下一个解码

每个编码模块的的输出作为下一个编码模块的输

模块的输入，每个解码模块的组成部分相同，均含

入。将三个并行编码结构输出同为 16×16 的特征图

有一个上采样层对特征图进行上采样，恢复图像尺

进行特征相加融合，如图 1.3 ADD 所示。作为解码

度，最后经过 softmax 层对像素进行分类并得到与

结构第一个解码模块的输入，同时，也将三个并行

输入图像相同尺度的分割结果图。不同之处在于编

编码结构编码过程中生成的具有相同尺寸的特征

码器部分，本文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并行编码结构分

图进行相加融合，如第一个结构的第一层输出特征

别对不同尺度的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在输入为 256

图与第二个结构的第二层输出特征图以及第三个

×256 尺度的图像编码结构中，使用了 4 个编码模

结构的第三层输出特征图进行相加融合，作为解码

块得到 4 种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最后一层输出尺寸

结构中第四个解码模块的第二个输入。意味着低层

为 16×16 的特征图。在输入为 512×512 尺度的图

中含有丰富位置信息的特征图将有助于更加精细

像编码结构中，使用了 5 个编码模块，得到 5 种不

的像素位置恢复。

同尺度的特征图，最后一层输出尺寸也为 16×16 的

1.2 编码模块和解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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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U-Net 网络结构相似的是，MEFF-Net 网络

特征图。在输入 1024×1024 尺度的图像编码结构

本文所提网络 结构中的编码模块（ Encoder

中，使用了 6 个编码模块，得到 6 种不同尺度的特

Block）是一种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模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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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同时提高图像特征的平移不变性。解码模块

个池化层。如图 1.2 所示为第一个编码结构的第一

（ Decoder Block ）的 结构 与编 码模 块（ Encoder

个编码模块（Encoder Block1_1）示意图，conv1_1_1

Block）有相似之处，除了第一个解码模块为编码器

是卷积核大小为 3×3 的标准卷积，步长为 1，卷积

输出特征图这一个输入，其余三个模块均为两个输

核数量是 32 个，卷积后图片尺寸不变。conv 1_1_1

入 Input1 和 Input2，以解码结构中第二个解码模块

后面接的 relu 激活层进行特征激活。conv 1_1_2 同

（Decoder Block_2）为例，如图 1.4 所示，解码模

样是卷积核大小为 3×3 的标准卷积，步长为 1，卷

块第一层是一个串联层，将两个输入进行串联融合，

积核数量是 32 个，卷积后图片尺寸不变，同样后

作为第二层上采样的输入，第三层和第四层为与编

面接一个 relu 激活层对特征进行激活。编码模块最

码模块中卷积与激活层相同。上采样层为非线性插

后一层为 2×2 的最大池化层，将特征图的尺寸缩

值上采样。
串联融合方式如图 1.3 Concatenate 所示。

图 2 Encoder Block1_1 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Encoder Block1-1

图 4 Decoder Block_2 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Decoder Block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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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互相交叠的两个卷积层两个激活层以及一

Fig.3

图 3 网络结构中两种特征融合的方式
Ways of combining two featur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

2 数据集介绍与评价指标
本文基于数据集 HRSC-2016[15]，构建了用于
检验海陆分割算法的新的数据集 HRSC2016-SL。
该
数据集含有 1000 张海陆分割标记的高分辨率遥感
图像数据集，并利用 LabelMe[16]标注工具对原图中
海陆区域进行分割标记。图像分辨率范围为 2m 至
0.4m，图像尺寸范围为 300×300 至 1500×900。本

文将 HRSC2016-SL 数据集分为 7：3 的训练集和测
试集。
当只有少数训练样本可用时，数据增强[17]对于
训练网络所需的不变性和鲁棒性属性至关重要。本
文应用旋转，随机裁剪，随机比例，移位等图像增
强方法来处理训练集中的图像和标签，然后获得
17000 张 图 片 的 训 练集。 所 有 实 验 都 使 用 带有
Tensorflow 后端的 Keras 框架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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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出有效的评估，本文使用了类别交并比

模块中均分别添加一个卷积层和一个 relu 激活层，

（IOU）的平均值（mIoU）作为评估指标。类别交

构成 MEFF-Net(2)网络。或在每个编码模块中均分

并比 IOU 为目标实际位置与预测位置的交集与并

别添加两个卷积层和两个激活层，构成 MEFF-

集的比值。而平均类别交并比 mIoU 为各个类别交

Net(3)网络。将不同深度的网络进行对比，实验结

并比的平均值。

果如表 3.2 所示，实验结果证明，随着网络深度的

IOU 

t arg et  prediction
t arg et  prediction

mIoU 

(1)

IOU (i)
i

(2)

增加，海陆分割效果变得更好。
与此同时，本文验证了卷积核大小对海陆分割
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如表 3.3，实验表明，随着卷
积核的增大，感受野增大，有效感受野也随之增大，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好的评估本文算法性能，本文在

有利于获得更有效的分割结果。
表 1 本文算法与其他语义分割算法对比结果
Tab.1 Comparison of the algorithm and other semantic
segmentation algorithms

HRSC2016-SL 测试集进行测试，
在实验参数设置相
同的情况下，利用 SegNet，U-Net，FCN 算法与本

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的网络利用了多个尺度的输

国

入图片进行特征提取与融合，提升了特征图的丰富

届
中

程度。利用编码解码结构提高了对图像节的分析能

mIoU

96.52

86.54

91.53

SegNet

91.59

76.75

84.17

U-Net

94.86

85.84

90.35

FCN

94.63

84.80

89.72

会

合
大

信
息

融

得了最好的分割结果，在 U-Net 基础上 MEFF-Net
U-Net，
FCN 网络。
本文的网络的性能优于 SegNet，

land

MEFF-Net

可以看出，与现有的算法相比，MEFF-Net 算法获
上升了 1.31%分割精确度。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background

算法模型

文算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3.1 所示。从表中

表 2 本文算法网络深度对分割效果的影响
Tab.2 Effect of algorithm network depth on
segmentation effect
background

land

mIoU

MEFF-Net(1)

96.52

86.54

91.53

一步测试本文算法的网络深度对海陆分割的影响，

MEFF-Net(2)

96.46

87.18

91.82

在原网络的基础上，增加网络的深度，在每个编码

MEFF-Net(3)

96.65

87.58

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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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模型

力以及像素位置信息的密集恢复能力。为了能够进

原图

标签图
图 3.1

FCN
SegNet
算法结果对比图

U-Net

MEF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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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mIoU

MEFF-Net(3×3)

96.52

86.54

91.53

MEFF-Net(5×5)

96.73

87.10

91.91

MEFF-Net(7×7)

96.60

87.53

92.07

4 结论
本文根据遥感图像海陆分割特点，在经典的 UNet 网络基础上进行算法改进，提出了一个新的编
码-解码网络结构 MEFF-Net。该网络编码部分包含
三个并行的编码结构，分别以分辨率为 256×256，
512×512 以及 1024×1024 的图像作为输入，获得多
尺度的特征图，帮助提取更加丰富的语义信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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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部分利用跳跃结构融合了编码部分更加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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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elhamer E, Long J, Darrell T.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7, 39(4):640-651.
[6] Yu F, Koltun V. Multi-Scale Context Aggregation by
Dilated Convolutions[C]// ICLR. 2016.
[7] Peng C, Zhang X, Yu G, et al. Large Kernel Matters -Improve Semantic Segmentation by Global Convolutional
Network[J]. 2017.
[8] Chen L C, Papandreou G, Schroff F, et al. Rethinking
Atrous Convolution for Semantic Image Segmentation[J].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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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J]. 2018.
[10] Ronneberger O, Fischer P, Brox T. U-Net: Convol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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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mpffmeyer M, Salberg A B, Jenssen R. Semantic
Segmentation of Small Objects and Modeling of
Uncertainty in Urban Remote Sensing Images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 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orkshops (CVPRW).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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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ated Convolutions for Segmenting Small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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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utional Encoder-Decoder Architecture for Image
Segmentation[J].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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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卷积核大小对分割效果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Convolution Kernel Size on Segment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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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提高了图像位置信息的恢复。除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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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一个新的海陆语义分割数据集 HRS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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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在该数据集上的验证结果表明，与 U-Net 算法

相比，MEFF-Net 上升了 1.31%分割精确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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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a-land semantic seg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i Cai1

Yafei Lv1

Wei Xiong1

(1.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Fusion, Shandong Yantai 264001)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pixel classification error and boundary segmentation blur caused by the complex
shape of land and dock, and the complex background in the sea-land semantic segment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sea-land segment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is method
implements the pixel-by-pixel classification of the target in an end-to-end training manner.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pixel
classification error in sea-land segment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three parallel coding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scale images
as input. It can enrich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of feature representation and increase the pixe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by
merging the feature maps of different scales.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boundary segmentation blurring in s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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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decoding structure which merges more coarse position information in low cod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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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to achieve a more accurate up-sample operation, restore dens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ea-land segme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verify the network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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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constructs a new sea-land segmentation dataset HRSC2016-SL. Compared with the latest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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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chieves better segment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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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A Region-based
Deep Learning Method
Xie Chun-yu1a，Li Xin-de1a
（1．Southeast University a．School of Automation，Jiangsu Nanjing 210096）
Abstract：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obot perception. The key of fusion is to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source image by appropriate method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eep learning method
for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based on region segmentation. Firstly, the source infrared image is segmented into
foreground part and background part, then we build an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neural
style transfer algorithm. We propose foreground loss and background loss to control the fusion of the two parts respectively.
And finally the fused image is re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the two parts togeth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state-of-art methods, our method retains both saliency information of target and detail texture
information of background.
Keywords：Infrared image；Visible image；Image fusion；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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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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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for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such as
feature region extraction[10], regional uniformity[11],
regional energy[12], and multi-judgment fusion
rule[10]. Some representative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salient region[13]. These method aims to identify
regions that are more salient than other areas. This
model has been used to extract visually salient regions
of images, which can be used to obtain saliency maps
of multi-scale sub-images[1]. Zhang et al. adopted the
super-pixel-based saliency method to extract salient
target regions; then, the fused coefficient could be
obtained by the extracted target region using a
morphological method[14]. There are two
disadvantages in these methods. 1) These methods
adopt the same fusion rules for target and background
areas. 2) These methods can not extract the region of
target accurately.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bette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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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is combining the images obtained by infrared and
visible sensors to generate robust and informative
images for further processing. Infrared images can
distinguish targets from their backgrounds based on the
radiation difference while visible images can provide
texture details with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definition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visual
system[1]. The target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is to combine thermal radiation information in
infrared image with detailed texture information in
visible imag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fusion
algorithms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an
appropriate imag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is
key to ensuring good fusion performance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s.
The existing fusion algorithms are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including multi-scale transform[2],
sparse
representation[3],
neural
network[4],
subspace[5], and saliency based[5] methods, hybrid
models[6] and other methods[7] The main steps of
these methods are decompose source images into
several levels, fuse corresponding layers with
particular rules, and reconstruct the target images.
Many fusion methods are based on pixel-level image
fusion. These methods can not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target area we interested in and heavily depend on
predefined transforms and corresponding levels for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owever, in several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ur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
objects of images at the region level[8]. Hence,
region-level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during
image fusion[1]. Consequently, region-based fusion
rul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9]. Many region-based fusion methods

融

0 Introduction

1 Method
In this section, our proposed method is presented
in four parts. We propose an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he infrared
image is segmented into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parts by semantic segmentation. The two parts are
fused separately by using deep learning network based
on NST. The framework of our proposed method is
shown in Fig.1.

Fig.1

The framework of ou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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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gmentation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In this paper, we define the target area as
foreground which is usually the region of interest in an
infrared image, and the other areas as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foreground fusion is preserving the saliency
information of target in infrared image while reserving
the texture information of visible i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urpose of background fusion is
preserving the features of infrared image while
retaining the texture details of visible image.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fusion performance, we divide the
source images into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and
fused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parameters for each
part. For the input image I, it can be represented as a
combination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parts as
follow:
(1)
I = If + Ib

visible image V and the output fused image O,the
foreground loss function of the fusion network is
defined as:

(4)
The network contains L layers, Llf,c and Llf,s
indicate the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of the
foreground fusion in the l-th layer. The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of foreground fusion are controlled by αlf
and βlf . The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are defined
as follow. The content loss of l-th layer is:

(5)
and the texture loss of the l-th layer is: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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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s the foreground part, and Ib is the background
part. To divide the image, we use a semantic
segmentation network to segment an infrared image
into foreground part and background part, and train it
on TNO and INO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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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tyle loss of the l-th layer is defined as:

(3)
I is the input image, O is the output image and S
is the reference style image. Nl is the number of filters
in the l-th layer. Dl is the size of vectorized feature map
of each filter in the l-th layer. Ff,l[ · ] is the feature
matrix with (i, j) indicating its index. Gf,l[ · ] =
Ff,l[·]Ff,l[·] T is the Gram matrix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inner product between the vectorized feature maps.
Inspired by Gats’ work, we use content loss to
constrain the basic content information and style loss
which is defined as texture loss in this paper to
constrain the details and texture information of the
fused image. For the input infrared image I, the input

(6)

and:

1.2 Fusion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1.2.1 Fusion of Foreground
In an infrared image, foreground is usually the
salient area. Hence, we take foreground part of the
source infrared image as the basis of the fused image,
so that the salient information of the target will be
preserved. We extract texture and detail features from
foreground part of the source visible image.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optimal detail features, we use CNNs to
extract the deep features of the image. We define the
foreground loss to control the fusion of foreground. In
Gatyss work, the content loss of the I-th layer is defined
as:

Taiyu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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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f,l[I] denotes the foreground segmentation mask.
To adapt each layer, the mask is down sampled to
Mf,l[I]. In our test data,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s
have been strictly registered and there is Mf,l[I] =
Mf,l[V]. All the Mf,l[V] items have been replaced by
Mf,l[I] in formulas above.
1.2.2 Fusion of Background
Deferent from foreground,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tail textures in background. Hence, we take
background part of the source visible image as the basis
of the fused image, so that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visible image will be preserved. We extract textures
from the source infrared image. For background part,
we define the background loss to control the fusion.
The loss function is defined as:
(8)
Llb,c and Llb,s indicate the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of the background fusion in the l-th layer. The
weights of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of background
fusion are αlb and βlb . The content loss and texture
loss are defined as follow. The content loss of the l-th
layer 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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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exture loss of the l-th layer is:

(10)
and:
(11)

Similar to the foreground fusion, Mb,l[I] = Mb,l[V],
and all the Mb,l[V] items have been replaced by Mb,l[I]
in formulas above.

Fig.3 The results of semantic segmentation on TNO
dataset. The input infrared images are shown in first row,the
output masks are shown in second row.

Fig.4

The fusion result of our method.

2.2 Comparison

The procedure of fusion

融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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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xperiment, we select several state-of-art
methods of infrared image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for
comparison. These methods including curvelet
transform (CVT)[16], dual-tree complex wavelet
transform (DTCWT)[17], weighted least square
optimization-based method (WLS)[7], gradient
transfer fusion(GTF)[18], and a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FusionGAN)[19]. The experiment is carried out on a
3.4 GHz Intel(R) Core(TM) CPU with 8 GB RAM.
Since there is no unified evaluation metric for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multiple metrics are
used to make the evaluation more persuasive. Five
metrics are chosen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ethods, these are: entropy (EN)[20],
average gradient (AG)[21], Spatial frequency (SF)[22],
structural similarity index measure (SSIM)[23],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The EN metric measure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 fused image.
The larger the EN, the more information is contained
in the fused image. The AG metric quantifies the
gradient information of the fused image and represents
its detail and texture. The larger the AG, the more
gradient information the fused image contains. The SF
metric measures the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an image
effectively. A fused image with a large SF is sensitive
to human perception and has rich edges and textures.
The SSIM metric is proposed to model image loss and
distortion. The larger the SSIM, the better the fusion
algorithm performs. The RMSE metric denotes the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 fused and infrared/visible
images. A small RMSE indicates that the fused image
has a small amount of error and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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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construction

第

九

届
中

国

We reconstruct the fused image by combining the
fused foreground part and background part. The total
loss function of the fusion network is formulated by
combining the foreground loss and the background loss
together. We add Ltv term to suppress the noise
generated in the fusion process. The total loss of the
fusion network is:

(12)

2 Results and Comparison
2.1 Results
We select 1000 pairs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s from TNO and INO data sets, format them into
360 by 480 small images and input into SegNet[15]. We
trained a well performed semantic segmentation
network and use it to segment the input infrared images.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our method, we select 20
pairs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s from TNO data set
for experiment. Several segmenta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3. After segmentation, the mask,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s are put into the fusion network. The
fusion result is shown in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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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comparisons of the five metrics: EN, AG, SF, SSIM and RMSE, on twenty image pairs from the TNO
dataset, the average scores are shown in each sub image.
Tab.1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six methods in the five metrics: EN, AG, SF, SSIM and 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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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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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values for each column have been roughened.

Fusion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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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66
6.4031
6.6249
6.4154
6.3641
6.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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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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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Methods
CVT
DTCWT
WLS
GTF
FusionGAN
Ours

2.6068
2.5302
3.0508
3.2080
2.4327
3.4563

As shown in Fig.5 and Tab.1, the results of the six
methods are very close. Our method achieved good
performance and perform the best in EN, AG and SSIM
metric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five methods, our
method fused more information and kept high structure
similarity with the source image. Except WLS, results
of our method is more sensitive to human visual
perception according to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and
contains more detail texture features than the other four
methods. Results on RMSE shows that our method has
less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 fused and source images
than CVT, DTCWT and WL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compared with GTF and FusionGAN. Since the
fused image is reconstructed by CNN in our method,
the fusion network will produce some distortion which
causes the imperfect performance on RMSE metric.

3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region-based deep
learning method for infrared and visible image fusion.
Firstly, the infrared image is segmented into

SF

SSIM

RMSE

8.9001
8.8383
10.0276
8.4923
6.0529
9.2064

1.0164
1.0136
1.0521
0.9324
0.8698
1.0549

0.0215
0.0215
0.0213
0.0156
0.0088
0.0180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parts by semantic
segmentation. Then, different loss functions are
proposed to fuse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parts. The
fused image is re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the two
parts together. We evaluate our method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retains the saliency of the target while contains
rich infrared feature information and detailed visible
information. Our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for infrared
image and RGB image fusion, and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target detection, recognition and other tasks. In the
experiment, we notice that our method will produce
some distortion to fused image. In the future, we will
focus on solving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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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毫米波人体图像
快速检测方法
张金松，邢孟道，孙光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 要：毫米波成像技术在机场和其他安检场合表现优异，逐渐成为了热门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用深度学习方
法检测隐藏在人体上的物品。由于深度学习需要大量图像才能获得优异的成绩，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大量的毫米
波图像并建立了相应的人体数据集进行检测，然后提出了一种基于阈值分割的 Faster-RCNN 的检测方法。测试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所提出的检测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毫米波图像; 目标检测; 深度学习; Faster-RCNN

CNN 合并到一个网络中，Faster R-CNN 在 GPU 上

重要。金属探测器和 X 射线系统是安检的有效检测
系统。然而，金属探测器只能探测金属目标并且不

会

个巨大进步。除此之外，YOLO[5]，SSD [6]和 R-FCN
,等也是近几年来最受欢迎的图像检测方法。

[7]

本文试图将这些光学图像检测方法迁移到为

信
息

能区分类似的物品。而 X 射线系统因其高辐射对人

具有 5fps 的检测速率，毫无疑问这是目标检测的一

合
大

随着安全形势的进一步严峻，安全检查越来越

融

0 引言

国

体非常有害。因此，金属探测器用于探测人体，X

届
中

射线系统用于探测手提物品。毫米波系统也是人员
监视的典型成像系统[1]。毫米波系统工作在 30-300

九

GHz 频段，具有非电离特性，在中等功率水平下不

第

会产生健康危害,而且毫米波成像系统可以获得人
体和人体隐藏物体的清晰图像,因此研究相应的目
标检测算法自动检测这些隐藏目标非常有意义。

毫米波图像检测任务中。在深度学习领域，数据集
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首先收集了大量的毫米波图像，
并将这些图像按照标准数据格式进行标记。然后考
虑到这些图像的特殊性，我们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Faster-RCNN 方法，用于检测人体和其他隐藏目标。

1 毫米波人体图像数据集
毫米波成像系统可以通过扫描成像从不同位

在这几年中，光学图像检测任务有两个主要问

置获得 12 个高分辨率人体图像。图像分辨率约为

题：定位对象和如何利用较少的标注数据训练高性

5 毫米。部分成像结果如图 1 所示。图 1(a)，(b)，

能模型。Girshick 等[2]提出了一种基于 CNN 的检测

(c)显示了前成像结果，图 1(d)，(e)，(f)显示了相应

方法，称为 R-CNN。R-CNN 首先为整个光学图像

的背面成像结果。这些图像以 JPEG 格式保存，每

生成大约 2000 个区域候选框，然后使用训练好的

个图像的尺寸固定为 380 * 200 像素。通过消除环

CNN 从每个建议框中提取固定长度的特征向量，

境干扰，这些图像的背景清晰，人体也呈现清晰的

最后使用特定类别的线性支持向量机（SVM）对每

轮廓。因为毫米波成像系统具有高分辨率，并且容

个区域进行分 类。 为了减少训练和测试时间，

易穿透普通的服装材料，所以人类图像中的隐藏物

Girshick 等人提出了空间金字塔网络（SPPnet[3].和

体清晰可见，例如，图 1(a)中的刀，图 1(b)中的手

Fast R-CNN 来加速检测方法。基于 Fast R-CNN，

枪和图 1(c)中的手机。与在光学人体图像中容易忽

Ren 等人 [4]. 用一个全卷积网络的区域 候选 网络

略这些物体相比，我们可以容易地在 THZ 图像中

（RPN）取代了传统的区域提取方法，RPN 可以同

检测这些隐藏物品。

时预测对象边界和对象概率。将 RPN 和快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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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1. 毫米波人体成像结果

(e)

(f)

数据集近年来在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研

能力，基于统计学理论的卷积网络假设训练数据和

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根据安检的实际

测试数据服从同一分分布。卷积网络在毫米波图像

需要，收集了大约 3 万张不同类型的目标图像，然

检测任务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因此，在本节我们首

后按照标准格式标记这些图像。毫米波数据集中有

先训练了一个有效的卷积网络模型。
在目标分类中，有很多典型的目标分类网络，

会

26505 个图像。此外，还有不同数量的物体，包括
刀，手枪，瓶子和手机。选择这些目标的原因是它

例如 Alexnet

, ZFnet[9], VGGnet[10] 和 ResNet[11]

们很容易相互区分，并且在安检中很常见。本文选

等。 由于参数较少，并且方移植，本文将 ZFnet 作

择了数据集中 70％的图像作为训练集，20％作为验

为目标分类模型。如图 2 所示，该网络具有 8 层计

证集，10％作为测试集。

算结构：
包括 5 层的卷积网络和 3 层的全连接网络。

信
息

融

合
大

[8]

网络采用固定尺寸的图像作为输入，并且输出多个

国

2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届
中

一个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可以有效提取不

水杯和手机四种目标。

第

九

同种类目标的典型特征差异。为了具有优异的泛化

逻辑回归的目标结果预测。本文中总共有刀，手枪，

图 2 ZFNet 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网络的第一个卷积层将 227  227 分辨率的毫

并且步长为 1，因此网络的卷积操作并不改变特征

米波图像作为输入，并且采用 96 个卷积核、以步

图尺寸，网络卷积层的最终输出是 6  6  256 。最终

长为 2 对图像进行滤波操作，与卷积相对应，网络

的特征图将会转化成列向量然后与后续的全连接

同时采用步长为 2 像素的最大池化方式对图像进行

层连接。网络的第 6 个和第 7 个全连接层分别具有

降采样操作。池化层在不改变特征图通道个数的情

4096 个神经元，并且与各自网络的上一层节点处于

况下，可以明显降低特征图尺寸，能够显著降低网

全连接状态。除此之外，为了提高网络非线性映射

络参数量和训练难度。第二个网络层与第一层一致，

能力和后向传播的有效性，网络采用非线性函数

网络的第三、四、五层具有相同尺寸的卷积核，

g  x   max  0, x  作为网络的激活函数。卷积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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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损失函数如式（1）所示：

毫米波图像中，背景杂波干扰较少并且人体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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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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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 r 表示目标的种类, t 表示单次训练的图像数量,
 表示正则化系数， 表示网络中需要进行训练优

化的网络权值。另外，指示函数 1  当输入参数为
正确值时，输出为 1，反之输出为 0。

幅度远大于背景幅度，因此利用阈值分割算法检测
人体位置会更加有效。传统阈值分割方法如图 3(a)
所示：首先确定分割阈值，其次分别沿着 rstart - rend
方向, cstart - cend 方向图像扫描整副图像，当像素点
阈值大于预先设定的阈值时,即将该像素标记为人
体图像。然而，当利用该方法检测毫米波图像中的
人体时，忽略了人体在图像中的特殊位置分布，浪

3 改进的检测方法

费计算资源。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阈值分

直接利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算法
在对毫米波图像进行检测时，会同时对检测人体和
目标。然而，各种兴趣目标通常会被携带在人体上，

着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四个
方向滑动，当决策线上幅度最大的像素点满足阈值
条件时，决策线 l 将被确定为边界线（4 条绿线所
示）
，对应的幅值最大的点为边界点( o1 , o2 , o3 和 o4 )。

会

目标和人体图像往往会重叠在一起。因此，当利用

割方法： 如图 3b 所示，决策线 (4 条红线)分别沿

深度网络进行
目标检测时，会有如下矛盾：当检测隐藏物品
时，人体图像会成为背景噪声干扰；当检测人体时，

图像中的位置。假设毫米波图像尺寸为 mn ，图像
中人体的宽度为 w 。传统阈值分割的方法的计算复
杂度近似为 mn , 本文所提出的改进的阈值分割方

信
息

这些隐藏目标会影响人体图像的几何特征，进而影

同时，绿线所包围的矩形框即为人体图像在毫米波

合
大



融



响检测精度。因而需要研究不同的检测算法分别检

法的计算复杂度近似为 2  m  n   4k 。因此，与传
2

国

测毫米波图像中的人体和其他目标。考虑到人体在

统分割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能提高近 5 倍的计

种基于阈值分割和深度学习的毫米波图像检测算

算速度。初次之外，相比于利用深度学习方法检测

届
中

毫米波图像中相对固定的位置分布，本文提出了一

九

法，即首先采用阈值分割来检测人体位置，然后利

人体，本方法还能提高人体检测的准确度。

第

用 Fatser-RCNN 算法检测图像中的各种隐藏目标。

rstart

cend

cstart

c2

c1
o3

o1

rend

o4

r1

o2

o4

r2

(a)
(b)
图 3. 改进的阈值分割方法用以毫米波图像人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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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人体位置之后，本文采用 Faster-R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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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x , y , w 和 h 表示边框中心点的坐标和目

算法检测毫米波图像的隐藏目标。如图 4 所示，

标框的宽度与高度。变量 x, xa 和 x 分别表示预测框、

Faster-RCNN 算法可以分为 4 个模块：特征提取、

锚点和真实框的位置。

候选区域提取、兴趣区域池化和目标分类。

3.3 兴趣区域池化
对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而言，当网络训练好之
后，输入图像的尺寸必须与训练图像保持一致，网
络的输出是固定维度的向量或矩阵。为了解决图像
检测中的目标尺寸失配，Faster-RCNN 算法采用兴
趣区域池化算法对提取的特征图进行预处理，其池
化过程与卷积网络中的池化过程中的池化相似，不
同的是兴趣区 域池 化网络的输出为固定的尺寸
mn 。

会

3.4 目标分类

合
大

图 4. Faster-RCNN 网络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Faster-RCNN 算法采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目标

信
息

特征提取，
网络结构如图 2 所示。
与图 2 有所不同，

融

3.1 特征提取

图 5. 分类网络结构

目标分类网络结构如图 5 所示，其充分利用了

并利用卷积网络生成的特征图进行后续区域提取

从候选区域特征图提取的高维特征。目标分类层与

和目标分类。的一个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充

兴趣区域池化层相连接，采用 softmax 回归计算目

分目标的高维抽象特征，并可以将提取的特征用于

标分类结果的置信概率。同时为了获取更准确的目

九

届
中

国

Faster-RCNN 的卷积网络剔除掉最后的全连接层，

标框位置，目标分类网络也采用边界框回归算法修

第

目标分类。

3.2 候选区域提取

正目标位置的偏移量。

候选区域网络采用卷积网络提取的特征图作
为输入，输出一系列建议的目标框，并且每个目标
框都具有相应的目标置信概率。首先，一个小尺寸
的卷积网络沿着最后一个共享网络层进行特征提
取；其次，后续区域网络利用 softxmax 回归判断生
成的锚点属于目标或者背景，同时网络会利用边界
框回归对生成的目标框位置进行修正以获取更精
确的目标位置。
本文采用 4 个坐标参数用以表征边界框回归的
位置变化关系：
tx  ( x  xa ) / w a , t y   y  ya  / ha ,







t*x  x  xa / wa , t y  y  ya / ha ,







在毫米波图像检测实验中，本文保持大部分网
络参数与 Faster-CNN 算法中的参数一致。为了提
高检测的准确度，本文在每个滑动窗口的位置设置
了 k 个不同分辨率和长宽比的参考锚点。除此之外，
本文采用迁移学习的方式训练目标检测网络：首先
训练一个目标分类网络，然后用训练好的网络参数
初始化检测网络的参数。相比于直接训练检测网络，
本方法具有更好的训练起点，训练时损失函数的收
敛速度更快。
在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中，用来迭代降低

tw  log  w / wa  , th  log  h / ha  ,



4 实验结果



tw  log w / wa , th  log h* / ha .

损失函数的优化算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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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梯度下降算法用以优化网络权值。在训练好网

次平均准确度(mAP）指对所有目标的检测准确度

络之后，本文利用测试数据测试检测网络的检测准

进行平均，与传统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的 mAP

确度。平均准确度（AP）是目标检测领域的重要评

从 62.78%提高到 70.24%。因此，本文所提方法能

价指标，其组合了目标定位的准确度和目标分类的

够显著提高毫米波图像的检测准确度。图 6 所示为

准确度，平均准确度越高，说明网络的检测性能约

部分检测结果，每个目标的预测框都由准确的类别

为优异。检测的准确度如表 2 所示。本文比较了直

标注和置信度标注，图中大部分目标和人体图像都

接利用 Faster-RCNN 进行目标检测和本文所提的方

被良好的检测到。另外检测速度也从 10 帧/秒提高

法进行目标检测的准确度。

到 15 帧/秒，换而言之，该检测算法平均每 70ms 可

在表 2 中，与传统 Faster-RCNN 算法相比，本

以检测一张图，具有较高的检测速度和检测精度。

文所提方法使对人体的检测准确度从 92.65%提高

因此，本文所提方法可以实际应用到毫米波人体图

到 97.19%。另外，包含刀、手枪、水杯和手机在内

像检测系统中，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的其他目标的检测准确度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二
所提方法

92.65

刀

76.44

手枪

68.69

73.49

25.90

36.77

50.21

56.83

62.78

70.24

融

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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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大

Faster-RCNN

会

表 2 检测准确度 (%)

国

水杯

届
中

手机

第

九

二次平均准确度(mAP)

图 5 毫米波图像检测结果示意图

97.19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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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网络模型的毫米波人体图像数据集；然后介绍
了一种通用的卷积神经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介
绍了一种结合改进的阈值分割和 Faster-RCNN 的复
合算法用以并行检测毫米波图像中的人体和其他
兴趣目标。最后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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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An Improved Deep Learning Method for Millimeter Wave Image
Detection
Jinsong Zhang, Mengdao Xing, Guangcai Sun
National Laboratory of Radar Signal Processing Xidian University
Abstract: Millimeter wave imag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 leading field for its perfect performance at airports and other
secure locations. This paper tried to detect items concealed on human body with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 The deep
learning needs a lot of images to achieve an excellent result. As a result of that, this paper firstly collected lots of millimeter
wave images and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human dataset for detection, then proposed a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nd Faster-RCN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esting datasets vali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detection method.
Keywords: millimeter wave image, target detection, deep learning, Faster-R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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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模式红外图像差异特征频次分布研究
张雅玲，吉琳娜，杨风暴，母晓慧
（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
摘 要：本文针对双模式红外图像差异特征频次分布未能被准确估计的问题，利用累积分布函数统计出差异特征
频次的频率分布直方图，然后选取非参数估计中两种典型方法：K 最近邻（KNN）概率密度估计和基于积分均方
误差（MISE）选取最优带宽的高斯核密度估计，利用复化梯形积分求出子幅值区间内频次分布曲线与横坐标围
成的面积，进而对频次分布进行估计，最后计算两种非参数估计得到的频次结果分别与频率分布直方图统计得到
的频次结果之间的 KL 散度，求出各自的相似性测度。实验结果表明，KNN 概率密度估计比后者更能准确表示
差异特征频次的分布。
关键词：非参数估计 差异特征频次 梯形积分 KL 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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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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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与频次的出现并无影响，差异特征的幅值与频
次只与双模式红外图像的差异特性有关，差异特征

信
息

及目标与背景辐射强度等差异特性，所以这两类图

中分布的疏密程度。不同的融合算法对于差异特征

融

双模式红外图像由于大气传输、成像仪响应以

合
大

定的差异特征随着差异特征幅值变化在成像场景

0 引言

像所呈现特征差异很大[1]。红外光强图像主要基于

国

物体红外辐射强度成像，该类图像的亮度信息较为

届
中

明显，纹理以及边缘信息所含较少；红外偏振图像

主要基于物体多方向偏振辐射量成像 ，所以通常
[2]

第

息所含较少。

九

该类图像中目标的细节丰富且边缘清晰，而亮度信
双模式红外图像的差异特征具有类型、幅值和
频次等多个属性。差异特征幅值即为某一种差异特
征量化后绝对差异值。文献[3]中研究了同类和异类
差异特征幅值融合有效度的分布合成，验证了融合
有效度分布合成的有效性，但差异特征还具有频次

频次随着差异特征幅值的变化而变化。融合有效度
是在一定的融合算法中，融合后得到的图像特征将
融合前两类图像特征有效融合的程度 [5], 所以当融
合算法不同时，差异特征的融合有效度也是相应变
化的。综上，不同融合算法对于不同大小的差异特
征频次的融合有效度是不同的，从而能将差异特征
幅值与频次结合起来寻找最佳融合算法，从而提高
融合效果，所以差异特征频次分布的研究具有一定
的必要性。

1 非参数概率密度估计法

属性，只研究基于幅值的融合有效度分布合成得到

因为差异特征频次反映了差异特征幅值在成

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献[4]中构建图像组中

像场景中分布的疏密程度，所以通过差异特征幅值

每个图像块各个差异特征对应融合算法的融合有

的概率密度分布可以反映差异特征频次的变化。通

效度分布，然后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建立

常利用参数估计法来求解变量的分布，参数估计法

差异特征与融合算法的集值映射，而这其中融合有

分为 3 种[6]，一是全参数估计，即分布函数的具体

效度分布的构建也是仅考虑了差异特征幅值，所以

形式已知，其中的参数是未知的，所需要的样本量

集值映射的结果也会有偏差。

不大，如最大似然估计法和贝叶斯估计法；二是半

而差异特征频次作为差异特征的另一个重要

参数估计，是指分布函数的具体形式已知但是十分

属性，从宏观上讲，它反映了成像场景中某种差异

不确定，其中的参数也未定，需要将参数估计和非

特征分布范围的广泛性；从微观上讲，它反映了特

参数估计相结合进行分析；三是非参数估计，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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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函数的具体形式是未知的，所需要的样本量很大。

积就相对较小，从而提升分辨力；如果 Tj 幅值点附

因为样本函数服从什么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也同

近的密度较低时，则 V 的体积就较大，在进入高密

样服从什么分布，又因为本文所估计的差异特征频

度区就会停止扩大。这样就能够较好地兼顾在高密

次的概率密度函数形式是未知的，所以采用非参数

度区域估计得到的分辨率以及低密度区域估计的

概率密度估计的方法可以得到样本集的分布。其中

连续性，其中近邻数 KN 为正整数，KN 的大小决定

两种典型方法为 KNN 概率密度估计和核密度估计

了曲线的平滑程度[8]，当 KN 越大，则平滑程度也越

法。

大。通常 KN  N' ，若得到的数并非整数时，则 KN

1.1 KNN 概率密度估计

F

向最靠近 0 的整数取整。

的。设定所选定的区域内样本的个数为 N，并根据
总体样本集的个数确定一个参数 KN，本文中每幅
图的每种差异特征幅值有 256 个，即 N=256，因为
样本集里所含样本个数太少不足以提高该条概率
密度估计曲线拟合的准确性，因此将差异特征幅值
F
j

核密度估计是利用平滑的峰值函数来拟合观
察到的数据点，从而对真实的概率分布曲线进行模
拟估计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法。常用的核密度估计函
数有：高斯核函数、Epanechnikov 核函数、矩形核

会

数所需的区域大小来获得估计的概率密度序列值

1.2 基于 MISE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函数、三角形核函数、伽马核函数以及余弦核函数

合
大

KNN 概率密度估计 是通过改变相同的小样本
[7]

等。核函数为非负函数，对其在整个自变量取值范
围内积分为 1，且均值为 0，符合概率密度的性质。

扩充了样本集，扩充后的样本集个数为

一般来说，当数据存在 q 个特征，p 个数据点时，

xstep

信
息

T T

F
jl

] ，j=1,2,..N’， TjlF 为幅值样本集的左

国

N' [

F
jr

融

点 T 移动的步长设为 xstep=0.01，间接利用了插值

F

届
中

边界，Tjr 为幅值样本集的右边界。当变量为幅值点

TjF 时，通过调整包含 TjF 区域的体积，直到区域内

九

正好落入 KN 个样本，所以 KN 取值不同时 V 的值也
F
j

在 q 很大 p 很小时，
采用线性核函数拟合效果很好；
q 很小 p 很大时，采用高斯核函数拟合效果较好。
就多个样本点的核密度估计曲线而言，由于相邻波
峰之间会发生波形合成的现象，因此最终所形成的
曲线形状并不依赖于内核函数的特定选择[9]。考虑
到函数波形合成计算上的易用性、高斯内核在任何

KN 个最近邻。本文的幅值样本点属于一维数据，在

地方都是都是非零以及其在有限域外是可以忽略

这种情况下，样本点相当于分布在一条线上，选用

不计的，所以选择高斯内核作为核密度估计函数[10]。

第

会随之改变，则这些样本被称为幅值样本点 T 的

的距离测度为欧式距离，所以 V 的值等于幅值样本
F
KN

F
j

点 T 到它的第 KN 近邻距离 T 的两倍。该样本点


TjF 的密度估计值为 p (T jF ) , TjlF 为幅值样本集的左

核密度函数带宽的不同对核密度估计的影响
很大，带宽反映了核密度估计曲线的整体平滑程度，
同时反映了样本在整体曲线分布中所占的权重。带

F
边界，Tjr 为幅值样本集的右边界。随着步长的移动， 宽越大，则样本点在曲线中所占权重越小，整体曲
线就越平坦；带宽越小，则样本点在曲线中所占权
依次求出每一个幅值点的密度估计值，直到
重越大，整体曲线就越陡峭，所以采用固定带宽的
TjF  TjrF  xstep / 2 。某一特定的差异特征幅值点
核密度估计产生的误差很大。本文采用 Rosenblatt
TjF 的概率密度估计值如下式所示：
提出的 MISE 来修正固定核密度带宽参数进而确定
'

k
/
N
N
p(TjF ) 
了不同样本集下的最优带宽[11]。本文选用 6 种差异
(1)
2* TjF  TKFN
特征，原始的样本集{ Ti F }所含样本个数 N=256，
如上式所示，KNN 近邻估计是在 KN 值固定的
i=1,2,…,N。样本集{ TjF }是经过扩充的第 a 种差异
前提下，通过改变 V 的大小来进行概率密度估计的。
特征幅值样本集，其中 a=1,2…6，所含样本个数为
F
显然如果 Tj 幅值点附近的密度较高时，则 V 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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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且服从同一种分布。样本集中 Tj 移动步长也设

经验法则法(ROT)用于核密度函数带宽的选择[11]，

为 xstep=0.01。则某一特定的差异特征幅值点 Tj 拟

F
即假设 f (Tj ) 是基于高斯核方差为  2 的正态分布

合后概率密度曲线表达式如下所示：

族，结合式(2-6)求得最优带宽为：

F



h0  1.06  ( N ' ) 1/5

|| T  T ||
1 N
1 N

f h (T jF )  '  Kh (|| TjF  TcF ||)  '  K (
)
h
N i 1
N h i 1
'

F
j

'

F
c



F
F 2
'
其中    (T j  T ) / ( N  1) 。
j 1

（2）
其 中 的 K(.) 是 带 宽 为 h 的 高 斯 核 函 数 ，

Kh (TjF )  h1K (TjF / h) ， TcF 为高斯核函数的中心，
S 

N'

 (T jF  T F )(T F * T jF  T F * T F )T , T F 为样本集的
i 1

均值，S 为核函数的宽度参数，是扩充后的样本集
F
j

N

(7)

'

2 差异特征频次分布的构建
选取 4 组双模式红外图像，如图 3-1 所示，图
像大小均为 256*256，然后利用 16*16 的窗口提取
每个图像块的特征值，差异特征幅值是指双模式红
外图像特征值强度的绝对差异度，如公式（3-1）所
示，其中 TP、TI、TF 分别表示为红外偏振图像、

散性和径向作用范围[12]。  为样本集的空间维数，

光强图像以及融合图像的图像块特征值：

会

{ T }的协方差阵，用来控制每个样本点的数据分
F
j

(2 ) | S |

exp( 

|| T jF  TcF ||2
2S 2

)

信
息

1

（8）

融

度估计形式如下[13]：
K (|| T jF  TcF ||) 

T F | T I T P |

合
大

本文中  =1 ，样本集中某一幅值点 T 的高斯核密

（3）

国

采用 MISE 最小化误差函数来确定核密度函
MISE (h)   E[ 
f h (T )  f (T jF )]2 d (T jF ) 

ca 1 2 4
2
1
 cb h  [ f '' (T jF )] d (T jF )  o( ' )  o(h 4 )
N 'h 4
Nh

九

中

cb   (T ) K(T )d (T ) 。
F 2
j

F
j

（4）

ca   K(T ) d(T )
F 2
j

第

其

届
中

数的最优带宽 h，如下式所示：
F
j

F
j

F
j

图 1 源双模式红外图像

，

灰度均值（M）能量化表示亮度特征，边缘强
度（EI）可以量化表示边缘特征中的边缘幅值强度，



只保留 MISE ( f h ) 的前两个主项，即渐进积分

平均梯度（AG）量化表示为边缘清晰度，纹理特征

误差(AMISE)，忽略高阶项，最优带宽 h0 即为使

则选取 Tamura 纹理特征中的粗糙度（CN）来表示

AMISE 值为最小的带宽。将求解（2-4）最小化问

[14]

题转化为求极点问题，如下所示：

利用融合有效度来表示在特定融合算法下，融合后

c

AMISE ( h )   ' a 2  cb2 h 3  [ f '' (T jF )]2 d (T jF )  0
h
Nh

(5)
得出：
h0 

F
j

2

F
j

得到的图像特征对融合前两类图像的有效融合程
度，本文选取基于距离测度的余弦相似性来表示融
合有效度，如公式（3-2）所示，V  (0,1] ,其值越大，
融合有效度越好：

c1/5
a
''

。计算得出源图像在主要差异特征下的幅值范围。

1/5 2/5
b

' 1/5

[ [ f (T )] d (T )] c ( N )

(6)

F
因为样本集的概率密度函数 f (Tj ) 是未知的，
''
F
所以 f (Tj ) 也是未知的。利用 Sliverman 所提出的

V

T F *max(T I , T P )

T 
F

2

 max(T I , T P )2

（9）

因为差异特征属性只受到图像本身的影响，与
融合算法无关。本节以 NSCT 融合算法为例，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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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源图像进行说明，构建差异灰度均值的融合

0.03

频率分布直方图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有效度分布图，如图 3-2 所示：

KNN概率密度估计

0.025

1

概率密度分布

0.02

0.9
0.8
差异平均梯度融合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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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9241
1.3841
第I组图像差异平均梯度幅值

1.8441

2.3041

频率分布直方图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KNN概率密度估计

0.03

图 2 融合有效度分布图

通过上述方法得到图 I 基于 NSCT 的 4 种差异
特征幅值点的分布图，将每种差异特征幅值点按从

概率密度分布

0.025

0.02

0.015

0.01

小到大划分为 20 组。统计出每个幅值区间内差异
特征幅值的个数，即不同幅值区间内的差异特征频

0.005

0

国

届
中

通过累计分布函数得到的频率分布直方图是真实

概率密度分布

值区间的该差异特征频次的频率。累积分布函数没

有引入带宽等外部概念，不会丢失任何的数据信息，

50

100
150
图I差异边缘强度幅值

200

250

4

信
息

差异特征频次，则每一个直方图的面积即为每个幅

0

融

次。首先利用累积分布函数求出每种差异特征频次
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差异特征幅值的疏密程度即为

会

0.4641

合
大

0
0.0041

80

图 I差异灰度均值幅值

0.2

准确的。分别利用 KNN 概率密度估计和基于 MISE

频率分布直方图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KNN概率密度估计

3.5

3
2.5
2
1.5

九

1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来绘制拟合后的差异特

第

0.5
0
0

征频次概率估计分布图，以图 I 的 4 种差异特征为
例进行说明，如图 3-3 所示：

0.5

1
1.5
图I差异平均梯度幅值

2

2.5

0.2

频率分布直方图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KNN概率密度估计

0.18
0.16

概率密度分布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0

0

5

10
15
图I差异粗糙度幅值

20

25

图 3 差异特征频次概率分布图

通过概率密度估计得到的拟合曲线分布图中
的纵坐标是差异特征频次的频率与组距的比值，因
为将差异特征幅值区间分成了 20 份，且概率密度
估计曲线在各自横坐标积分范围的面积恒为 1，所
以密度估计曲线在每一个子幅值区间对应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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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横坐标围成的面积即为差异特征频次的频率序

进行融合（本文选取的是 NSCT 算法）
。利用累积

列值。又因为拟合曲线的表达式是未知的，所以无

分布函数求得差异特征频次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得

法通过直接计算得到每一个分段曲线与横坐标区

到源图像每种差异特征频次在子幅值区间的真实

间围成的面积，通过数值积分中的复化梯形积分[15]

分布情况，然后通过上述算法分别得出基于 MISE

可以近似求得分段曲线与横坐标区间围成的面积，

最优带宽的高斯核密度估计和 KNN 概率密度估计

本文中将每幅融合图像的差异特征幅值区间

在子幅值区间的频次分布图，每幅融合图均分为 20

T , T  划 分 为

个幅值区间，每个实验源融合图的分布之间用虚线

F
max

份 ， 组 距 为

n=20

隔开，如图 4-1 所示，显然这两种非参数估计方法

F
F
h'  (Tmax
Tmin
) / n ，节点为
F
TmF  Tmin
 mh, m  1,2,..., n 1 ，在每个差异特征幅值

子区间 [TmF ,TmF1] 使用梯形积分，近似求得每一个差
异特征幅值区间差异特征频次的值，其中 s=0 求得
的是 KNN 概率密度估计的值，s=1 求得的是基于
MISE 的核密度估计的值，利用公式（3-3）表示：

最终得到的差异特征与真实分布的曲线均很接近，
但 KNN 概率密度估计法得到的分布曲线与真实分
布的情况重合程度更高，较于基于 MISE 的最优带
宽高斯核密度估计，KNN 概率密度估计更能准确反
映差异特征频次的分布。
7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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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灰度均值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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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届
中

九

第

差异边缘强度频次分布

会随之增加，所以可以通过 KL 散度求出两种非参
数估计的频次结果分别与准确结果的相关性。当

图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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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则该种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更接近真实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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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能准确地估计出差异特征频次的分布，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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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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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取的 4 组双模式红外图像采用同一种融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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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散度的值越小，则相似性越大；当 KL 散度的

实验运行环境为 3GHz Intel Core i7 PC 机。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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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matlab R2014a 作为实验的软件平台，

图I

140

当两个随机分布相同时，二者之间的相对熵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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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上述图 4-1 中，每一种差异特征在两种非
参数估计的分布情况下与真实分布情况的 KL 散度，
结果如表 4-1 所示。因为 KL 散度越小，则表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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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基于 MISE 最优带宽高斯核密度估计
和 KNN 概率密度估计对 4 组双模式红外图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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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频次分布进行估计，然后将这两种非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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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ce features of dual-mode
infrared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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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aling, YANG Fengbao, JI Linn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College,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or the problem that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ce features of the dual-mode

infrared image is not accurately estimated, th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difference feature frequency, and then two typical methods in the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are selected: K nearest neighbor (KNN) Probability density estimation and Gaussia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based on
integral mean square error (MISE) are used to select the optimal bandwidth. The complex trapezoidal integral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urve of the sub-amplitude interval and the area enclosed by the abscissa, and then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s performe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K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frequency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two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s and the frequency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statistics is
finally calculated, and the similarity measures are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KNN probability
density estimation can more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ce feature frequency.
Keywords:

nonparametric probability density estimation, difference feature frequency, complex trapezoidal integral,

similarity m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