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卷第 6 期
2020 年 6 月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Vol. 37 No. 6
Jun. 2020

基于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航空图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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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神经网络能通过进行建筑像素标记实现航空图像分割, 但也存在分割边界模糊的问题, 导致分割结果
不理想. 为此, 本文以卷积神经网络U–net和FCN–8s基本网络模型, 实现端到端训练. 在此基础上, 结合建立了全卷
积神经网络结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网络模型, 提升了分割边界的清晰度. 将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模
型与基本模型进行对比, 分析了真实与预测之间的相关度和相似度, 并将预测结果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表明, 结合
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分割模型, 分割边界更清晰, 相对于相同训练规模的全卷积网络交并比高2%, Dice系数
高3%, 得到较好的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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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neural network to automatically segment aerial image by marking building pixels. However,
there is also the problem of segmentation boundary blurring, resulting in the segmentation is not ideal. In this paper, the
full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CNs), U–Net and FCN–8s, are employed as basic model to train end-to-end. And
then, a network model combining the multi-scale feature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larity of the
segmentation boundary is improved. The model of multi-scale feature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is compared with basic
model, and the relativity and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rediction and ground truth (GT) are analyzed, and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model of combining multi-scale features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is adopted to aerial images, segmentation boundary is clearer and the boundary detail processing is better.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ful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of same training scale, the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IoU) is 2% higher
and the Dice coefficient is 3% higher for model that combine multi-scale features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and a better
segmentation result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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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覆盖和变化检测的绘图, 在林业和城市规划等领

航空图像分割对高精度地图的绘制和地区规划有
很重要的作用. 航空图像的建筑与非建筑标注能实现

域得到应用. 例如大规模分析区域建筑分布特征和更
新建筑覆盖地图. 通过对航空图像的建筑与非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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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标记, 实现航空图像的分割. 航空图像的数据较
为复杂, 航空图像的建筑与非建筑标注存在以下挑战:
1) 遮挡. 建筑存在被树木小面积或大面积遮挡的
情况;
2) 类别分布不均匀. 建筑类别分布不均匀, 有些
分布密集, 有些稀疏, 甚至图像中并无建筑;
3) 建筑形状大小不定. 在航空图像中, 若建筑面
积很小, 导致分割困难;
4) 阴影. 阴影的存在导致建筑外观发生变化, 降
低分割准确性;
5) 背景复杂. 分割背景可能存在与建筑相似度很
高的物体.
这些挑战共同导致了建筑检测和定位的分割困难,
即使对于表现很好的模型, 产生的分割结果也存在高
度的不确定性[1] . 图像分割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后续
任务的有效性, 因此, 使用更好的分割方法来提升实
际分割效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神经网络在手写数字识别、语音识别、分
类整个图像和检测图像中的对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2–3] .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同样也能应用于图像分割, 但由于其末端使用
全连接层(full connected layers , FC), 所以只能使用提
取周围像素特征的方法来对中心像素进行分类, 但基
于CNN的语义分割方法存在像素区域的大小无法确
定、计算量和存储量大、感受野(receptive field)大小
受限制的问题, 导致只能提取部分局部特征.
使用全卷积网络进行航空图像的分割能够实现像
素分类的端到端(end-to-end)训练, 从而得到更好的分
割效果. 由于语义分割中的类别标签需要和原图像对
齐, 因此随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构架来解决像素位置
的问题. 第1种是编码–解码(encoder-decoder)结构, 编
码过程中通过连续的池化层和下采样减少位置信息、
减少图像分辨率, 提取特征; 解码过程使用上采样逐
渐恢复其位置信息. 第2种是空洞卷积(atrous convolutions)[4] , 该结构在不使用池化层的情况下, 使用空洞
卷积来增加感受野获取更多的信息.
多尺度特征在很多模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使用
了多尺度特征之后, 模型的语义分割能力有明显的提
高[5–10] . 对于不同尺度的图像, 神经网络模型提取的
特征图也不全相同, 将多个尺度的特征进行融合能更
全面获取图像的特征信息, 实现更准确的分割. 最近,
注意力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和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CV)任务中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14] . 与将整个图像或序列压缩
成静态表示不同, 注意力模型允许模型根据需要聚焦
最相关的特性. 利用注意力模型的这一特性, 能对图
像进行有效的监督, 提升模型的分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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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模型的语义分割性能, 这里使用一种结
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模型(attention model)的方法
来进行分割, 提升图像的分割边界效果. 实验将语义
分割模型, 与多尺度特征输入和注意力模型共同训练.
首先, 将处理为多尺度的图片输入全卷积神经网络,
分别得到不同尺度下神经网络提取的特征图; 其次,
将特征图融合到一起同时送入注意力模型得到特征
图各个像素点的权重分布; 最后将权重分布与融合的
特征图进行点乘, 得到最后的网络输出特征图. 数据
集采用结果表明, 使用注意力模型和多尺度特征能有
效提高模型的分割精度.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有
效提升模型的分割能力和分割效果.

2 相关方法
在2014年, 伯克利提出全卷积神经网络(full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CNs)[8] , 将图像分类拓展到了像
素级的分类. 该网络在图像分类网络构架的基础上将
末端的全连接层改为1 × 1的卷积层, 并使用反卷积来
将特征图恢复到与输入图像相同分辨率的大小. 网络
在层之间添加跳转链接来将下采样和上采样的特征
进行融合, 以优化输出的语义信息并提高空间精度.
将网络全连接层转换1 × 1的卷积层. 由于网络中使用
了5个步长(stride)为2的最大池化操作, 所以原始网络
的spatial decimation factor为32, 此时网络为FCN–32s,
然后将输出的特征图作为反卷积层的输入, 通过两次
插值上采样得到系数为8的密集输出, 并在下采样和
上采样之间使用跳转连接进行对应层之间的融合, 得
到更加密集的特征, 此时网络为FCN–8s. 最后为了与
手工标记图像进行比较, 将每个像素点分类的概率图
(score map)进行双线性插值得到原始图像分辨率.
在此基础上, 提出的编码解码结构网络SegNet[15] 和U–Net[16] 能很好的捕获上下文信息, 提升分割
效果. U–Net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收缩路径(contracting
path)来获取上下文信息; 一个对称的扩张路径(expanding path)来精确定位. 在收缩路径中采用典型的卷积
网络结构, 构架采用几个重复的模块(block)结构, 每
个模块中都有两个卷积层和一个池化(pooling)层, 卷
积层中卷积核的大小均为3×3, 激活函数均使用ReLU,
两个卷积层后为一个步长为2的2 × 2的最大池化层,
每次下采样后将特征通道的数量加倍. 在扩张路径中
同样采用几个重复的模块结构, 首先使用反卷积将特
征图的大小加倍并将特征通道数量减半, 之后将反卷
积结果与收缩路径中对应步骤的特征图融合, 融合后
的特征图再通过两次大小为3 × 3的卷积. 网络的最后
一层是卷积核大小为1 × 1的卷积层, 目的是将特征图
通道数转化为指定深度.
多尺度特征在计算机视觉任务应用能够提升效
果
. Farabet人使用Laplacian金字塔结构通过共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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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网络(share-net)对每个尺度的图像进行训练, 并融
合所有尺度的特征[5] ; Pinheiro等人将多尺度图像应
用于循环卷积神经网络, 作为不同阶段的输入[6] ;
Eigen和Fergus将3个不同尺度的图像依次输入基于深
度卷积神经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DCNNs), 输入的尺度不同对应的DCNNs结构也不同,
该模型需要分两步进行训练[19] .
在计算机视觉中, 注意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图像
分类[20–22] 和目标检测[23–25] . Mnih等人研究了一种能
自适应选择图像区域进行处理的注意力模型, 但该模
型不可微, 所以无法实现端到端训练[13] . 由于将多尺
度特征应用于全卷积神经网络(FCNs)中能有效提升
语义分割的效果, 2016年, Chen等人提出一种注意力
机制, 可以学习对每个像素位置的多尺度特征进行轻
微加权, 并且允许在不同位置和尺度上诊断可视化特
征的重要性[26] .
在航空图像分割方面, Yuan等人利用7种算法对航
空图像进行分割[29] ; Permuter等人使用混合高斯模型
实现了对航空图像较好的分割[30] ; Marmanis 等利用
FCN实现了航空图像多类分割, 且取得较好的效果[31] .
在这里, 本文提出使用全卷积神经网络结合多尺
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来实现航空图像的建筑与非建
筑分割. 使用两个不同深度的全卷积神经网络共同作
为分割模型的基本网络并进行对比: 深度神经网络
U–Net与基于VGG–16网络的FCN–8s, 并将模型与注
意力机制结合, 得到新的分割模型. 本文利用不同尺
度的航空图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 以提供输入目标
的不同表现; 注意力模型能得到每个尺度上每个像素
点的最佳权重, 突出网络在各个尺度图像中提取的不
同特征. 以这样的方式完善输出结果, 提升分割效果.

3 基于多尺度和注意力机制的航空图像分
割
本文将多尺度和注意力机制应用于航空图像分割,
以此来提升分割效果. 流程图如图1所示.

4 基于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全卷积
神经网络
由于航空数据集中分割目标(建筑类)的大小和分
布密集度差异较大, 在同一图像中同时获取不同大小
目标的物体特征较为困难. 图像的不同尺度能提供同
一图像的更多特征; 根据在不同尺度图片中, 注意力
机制对不同物体的注意力不同, 便于获取更多图像特
征[26] : 对尺度大的图片能获取小目标特征; 对尺度中
等的图片, 获取中等目标特征的表现力更好; 对尺度
小的图片, 获取大面积目标的能力更好. 由于采用的
航空数据集, 图像中建筑目标包含了小、中、大3个不
同的大小, 所以这里使用3个不同尺度的图片进行训
练, 能很好地提供图像中这3个不同大小的建筑特征.

图 1 图像分割流程图
Fig. 1 Split flow chart

常用的一种提取多尺度特征方法是将多个已调整
大小的图像作为共享权值的深层网络的输入, 然后合
并网络输出的特征图来进行像素分类. 如图2所示, 本
文将输入的图像改变大小(resize)为3个尺度, 并分别
通过同一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得到不同尺度下
对每个像素点分类的概率图(在Soft–Max之前最后一
层的输出), 再将不同尺度的概率图进行融合, 最后将
融合的特征送入软注意力模型(soft attention model)
产生权重图(weight map), 权重图反应了在全卷积神
经网络生成的权重图在不同尺度和不同位置下的特
征的重要性. 将权重图与融合的特征图进行点乘, 得
到最终的特征图. 这里使用的注意力模型允许人们在
不同位置和尺度上判断特征的重要性, 从而达到更好
的分割效果.

4.1

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 起源于对人类
视觉的研究, 当注意某个目标或场景时, 空间不同部
分分配的注意力不同. 同样, 当描述一件事情时, 语句
和描述的事情的部分片段最相关, 随着描述的变化,
相关性也在不断地改变. 注意力的方法分为软(soft
attention)和硬(hard attention), 这两种方法的输出向量
分别为软分布(soft)与独热分布(one-hot), 方法的选择
将直接影响对上下文信息的选择效果. 注意力模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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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聚焦最相关特征的特性, 从而提高网络输出
质量. 与在二维空间和时间度中使用注意力模型不
同[27–28] , 这里将注意力模型和多尺度特征共同应用于
语义分割, 以提高模型的分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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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位置的软权重, 并且允许梯度回传, 这样注意力模
型可以作为FCN 网络结构中的一部分来进行端到端
训练, 实现模型自适应找到各尺度上的最佳权重.

图 2 模型说明
Fig. 2 Introduction of model

(a) 特征图融合

4.2 多尺度的注意力机制
这里使用的注意力模型是基于多尺度特征的, 利
用注意力模型来为每个尺度和位置计算一个软权
重(soft weight), 并且该模型允许损失函数的梯度反向
传播. 因此, 该模型和FCNs实现端对端训练, 使模型
能自适应找到尺度上的最佳权重. 如图3所示, 在全卷
积网络中, 假设一个输入图片被处理为多个尺度s ∈
{1, · · · , S}, 每个尺度通过全卷积神经网络(权重在所
s
有尺度上共享)并产生所有尺度s 的概率图fi,c
, i为所
有空间位置的范围, c ∈ {1, · · · , C}表示类的数量.
s
然后使用双线性插值将特征图fi,c
改变为相同分辨率,
这里令所有尺度在(i, c)上的每个像素点分类的概率
图的权重和为gi,c , 则

gi,c =

S
∑
s=1

s
ωis · fi,c
,

exp(hsi )
.
= ∑
s
exp(hti )

图 3 注意力模型实现过程
Fig. 3 Attention mode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1)

5 实验结果和分析

其中权重ωis 为

ωis

(b) 生成weight map

(2)

t=1

这里hsi 为尺度s在位置上i注意力模型输出的概率图.
注 意 力 模 型 由 两 层 组 成: 第1层 为 过 滤 器(filter)
个数为512的3 × 3的卷积操作; 第2层为过滤器个数
为S 的1 × 1的卷积操作(S 为尺度总数). 注意力模型
的作用就是得出权重ωis , 权重ωis 反映了在尺度s和位
置i上特征的重要性. 从而注意力模型决定了在不同
尺度和位置上对特征的注意程度. 多尺度上的特征融
合 使 用 的 平 均 池 化 层(average pooling)和 最 大 池
化层(max pooling)可以看作该方法的特殊情况. 若将
1
式(1)中的ωis 用 代替则表示为平均池化层; 同理, 若
S
式(1)中的求和操作改为最大操作, 并且ωis = 1, ∀s, i
则表示最大池化层. 使用注意力模型来计算每个尺度

语义分割网络最终输出为一个为512 × 512二值
化图像, 其表示哪些像素为建筑或非建筑, 所以分割
的目的是将每个像素点分类为建筑(前景)或非建筑
(后景). 在该实验中, 本文将每个经过切割的航空图像
经过分割模型得到的输出, 与正确标注进行比较. 因
此, 越多像素点被分类正确, 则模型的准确度越高.
实验通过在像素级(pixel-level)上进行标注来训练
神经网络学习参数, 将所有尺度的概率图进行融合再
通过一个Soft-Max得到最后输出, 并且使用随机优化
方法Adam, 进行回传来得到损失函数的最小值.

5.1

网络结构

这里采用了两种语义分割网络作为分割模型:
FCN–8s和U–Net. 这两个网络模型已经证明在语义分
割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FCN–8s, 网络参数初
始化使用预训练的VGG–16[2] 网络参数; 对于U–Net
网络参数采用高斯初始化的方式来初始化参数.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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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集

数据集采用了Inria航空图像标记数据集(aerial
image labeling dataset), 该数据集图像涵盖了多个城
市区域, 从人口密集地区到高山城镇, 覆盖面积广, 空
间分辨率高. 如图4所示, 图像的正确标注(ground truth, GT)为建筑类和非建筑类两个语义类别的单通道
图像, 其中建筑类像素值为255, 非建筑类值为0. 训练
集 包 括Austin, Chicago, Kitsap county, Western Tyrol,
Vienna5个地区, 每个地区包含36个高分辨率航拍图
像, 并从1–36进行编号. 根据Inria航空图像标记数据
集的说明, 这里将数据集中每个城市的前5个图像作
为验证集, 其余作为训练集(每个城市的6–36号作为
训练数据集, 1–5号作为对应验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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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交并比(IoU)
IoU是物体检测中的一个概念, 用于测量真实和预
测之间的相关度, 相关度越高则值越高. 表示产生的
预测图像与原标记的边界框(bounding box)的交叠率,
即两框的交集与并集的比值. 若两框完全重叠, 此时
为理想情况, 比值为1. 表达式为
area(C) ∩ area(G)
IoU =
.
(4)
area(C) ∪ area(G)
在语义分割中, 用像素区域来代替标记边界框, 以此
来计算图像分割的交并比, 平均交并比为
nii
1 ∑
∑
,
(5)
ncl i ti + nji − nii
j

其中: ncl 为类的个数, nij 表示将i类预测为j 类的像素
∑
个数, ti =
nij 表示i类像素点总数. 这里使用建筑
j

图 4 数据集
Fig. 4 Datasets

由于数据集为大尺寸高分辨率(5000 × 5000)航空
图像, 需要将其进行切割处理为多个小分辨率的图片,
这里将航空图像统一切割处理为512 × 512大小的图
片. 在使用注意力模型进行训练时, 将图像进行处理,
增加两个尺度: 256 × 256, 1024 × 1024, 最终同时输
入3个尺度的图像进行训练.

评估方式
由于数据集中像素的高度不平衡, 使用交并比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IoU)和Dice系数来对网络表
现进行评估更为可靠. 所以这里使用Dice系数和IoU
对网络效果进行评估.

5.3

5.3.1 Dice系
系数
Dic系数是一种集合相似度度量函数, 常用于计算
两个样本的相似度, 范围为0到1. 其表达式为
2|X ∩ Y |
S=
.
(3)
|X| + |Y |
将网络输出和真实标记值的建筑类看作X 和Y 两个集
合, 由式(3)求得两类的交集和并集即求出相似度.

类的IoU作为评价指标, 即在预测和参考中标记为建
筑的像素点数量, 除以在预测或参考中被标记的像素
点数量.
5.4 网络训练
实验的语义分割网络采用U–Net和FCN–8s两种
基本结构, 并与结合多尺度和注意力模型的分割模型
进行对比, 观察添加注意力模型后的分割效果以及模
型的收敛速度. 网络训练的优化器采用Adam, 初始学
习率为0.001, 学习率衰减设置为0.0005, 相当于学习
率在2000次迭代后乘0.1. 由于硬件限制, 在训练未加
注意力模型时, mini-batch size设置为5; 在训练加入
注意力模型的网络结构时, mini-batch size设置为2.
5.5 结果分析
通过绘制训练的损失(loss)曲线观察注意力机制
对整个网络训练的影响. 如图5, 在训练迭代1次结束,
结合多尺度特征的网络模型的训练损失迅速减小
到1以下, 并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训练损失缓慢减小
并趋于平稳; 而对于未使用注意力机制的网络模型,
第1次训练损失超过4.5, 在过后几个训练epoch后损失
迅速下降, 随后缓慢下降趋于平稳. 加入注意力机制
的网络模型, 由于不同尺度的权重ωis 对该尺度的关注
点不同, 所以网络能提取到更多特征, 网络参数调整
更快, 模型训练损失下降更快.
表1显示了不同网络结构对航空图像进行建筑标
注分割的表现. 其中: “FCN–8s & Attention”表示结
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FCN–8s; “U–net & Attention”表示结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U–net.
通过对比未结合注意力机制的网络模型, 深度神经网络
U–Net的IoU和Dice系 数 均 比 FCN–8s 高(IoU高0.11,
Dice系数高0.9), 因为更深层的网络能提取更高等级
的特征, 所以更深层的网络在语义分割上有更好的表
现. 通过对比FCN–8s和U–Net及其结合了多尺度特征
和注意力机制的网络模型, 发现结合了多尺度特征的
网络模型, IoU和Dice系数均得到提升, 同样更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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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U–Net分割效果更好(IoU为0.784, Dice系数
为0.879). 结果证明结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
语义分割模型分割表现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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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割出该部分, 有效展示了该模型对于建筑分割效
果的提升.

图 5 训练损失曲线图
Fig. 5 Curve of train

表 1 实验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experience
分割模型

IoU

Dice

FCN–8s
FCN–8s & Attention
U–net
U–net & Attention

0.653
0.675
0.762
0.784

0.769
0.796
0.857
0.879

总的来说, 结合了注意力机制的语义分割模型, 通
过计算图像的每个尺度中每个位置的软权重来注意
图像中的不同目标, 获取图像更多的特征信息, 达到
提升分割结果的目的.
实验分割结果如图6, 图片均为512 × 512的二值
化图片. 上4行为以FCN–8s为基本网络的分割结果,
下4行为以U–Net为网络骨架的分割结果: 从左往右依
次为航空图像、基本网络分割结果、结合注意力机制
的模型结果、标注图片. 结果图中红圈标注部分表示
对结果改进最为明显的部分.
仔细分析分割结果图. 图6中第1行和第4行分别
为以FCN–8s和U–Net为基本网络对同一图片的分割
结果, 结合了注意力机制的网络模型建筑分割更加清
晰; 与原图和标记图对比发现, 对于左下角将道路分
割为建筑的错误, 使用注意力机制的模型明显减少了
分割错误. 对于第2行和第4行分割结果的红圈部分,
分割整体效果有明显改善, 建筑分割边界更加清晰.
从第3行和第6行的红圈标注中能明显看出, 结合注意
力机制的分割模型能更好地分割建筑的边界细节, 并
且能更加明显地展示出大建筑边缘更小的突出部分.
对于倒数第2行的小建筑分割, 结合注意力机制的网
络模型同样也展示出了很好的分割能力, 分割的小建
筑更加清晰, 并且对于边界清晰度改善更为明显. 最
后1行展示了对于大建筑中, 对非建筑细节的分割提
升, 未结合注意力机制的基本模型几乎不能分割出建
筑中的非建筑部分, 而结合注意力机制的模型能清晰

图 6 实验结果
Fig. 6 Experimental result

但是使用注意力机制后的网络模型, 分割结果仍
然有待提升. 与原图进行对比, 使用注意力机制的模
型进行分割依旧存在与建筑颜色相似的像素点分类
为建筑类的错误: 在第4行中, 两建筑间的道路部分有
少量像素点标记为建筑类. 同样也存在与建筑颜色相
差较大的建筑分类为非建筑类的问题: 最后一行, 建
筑中央颜色与建筑整体相差较大, 这部分分割结果出
现灰色阴影, 展示出了模型对于这部分的不确定性.
总体来说, 结合了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网
络模型, 对航空建筑分割效果有较大的提升.

6 结束语
本文结合多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实现航空图像
分割. 采用多尺度特征, 并将注意力模型分别和基本
网络FCN–8s与U–net结合, 使模型自适应找到尺度上
的最佳权重, 减少人工干预, 实现端到端的训练.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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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全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进行训练, 实验结果表明使
用注意力模型能在不同尺度的不同位置产生一个软
权重, 以此添加额外的监督, 获得更好的模型性能; 结
合多尺度特征来获取图片更多信息. 因此, 将结合多
尺度特征和注意力机制的分割网络模型应用于航空
图像标记, 能有效提升分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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