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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三北防护林树种混交比例低、灌水不足、空间分布不均匀、病虫害时发造成的防护林衰退问题ꎬ提出

了一种小样本下基于无人机多光谱波段生成的 ＳＯＬ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实例分割提取枯树的方法. 通
过无人机搭载 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多光谱相机获取高空间分辨率影像ꎬ将多光谱可见光波段( 波段 ５、波段 ３、波段

１)导出并标注样本ꎬ基于最佳指数因子选出排名前 １０ 的波段组合进行数据集的扩充ꎬ最后基于实例分割 ＳＯＬＯ 模
型进行防护林枯树的提取. 实验结果表明ꎬ加入健康树样本ꎬ基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ＦＰＮ 的 ＳＯＬＯ 模型 ＡＰ 从 ６１.３％提升
到 ６３.８％ꎬＲｅｓＮｅｔ￣５０＋ＦＰＮ 组合 ＡＰ 从 ６０.７％提升到 ６３.６％ꎬ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样本增强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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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具有预防土地荒漠化、防风固沙的作用ꎬ可以使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增强. 减缓土地沙化扩
展ꎬ是沙漠边缘的一道绿色屏障. 近年来ꎬ由于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恶劣导致防护林衰退ꎬ中国政府相继提
出三北防护林计划( ｔｈｒｅｅ￣ｎｏｒｔｈ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ＴＮＳＰ) 、退耕还林计划(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ＧＣＰ) 等
生态恢复项目 [１－２] ꎬ以改善防护林生态环境. 防护林通常由于病树不及时治理ꎬ使病菌蔓延ꎬ且种植结构单
一ꎬ使得防护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ꎬ基干林快速衰退. 目前ꎬ最常用的林业健康状况监测手段是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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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行监测ꎬ会耗费较大的人力和物力ꎬ判断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ꎬ且不能及时将信息反馈至决策者. 传
统的人工监测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严峻的林地健康状况监测的需要. 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防护
林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ꎬ可快速得到防护林枯树信息ꎬ对及时采伐和补植补种提供数据基础ꎬ维持防
护林健康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遥感技术的枯、受害木的识别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报道. 遥感影像是地面调查的较好补充ꎬ可以提

供快速的大面积监测. Ｃｏｏｐｓ 等 [３] 利用卫星影像定量评估当地的枯树程度. 一些研究将多时相遥感数据与
增强型湿度差值指数(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ｅｔｎ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ＥＷＤＩ) 相结合ꎬ以检测大范围的枯树面积 [４] . 然
而ꎬ卫星遥感的分辨率已经不能满足目前枯树识别的需要ꎬ枯树通常是在单个目标下ꎬ低精度的卫星影像
无法识别出来ꎬ要检测独立个体的枯树ꎬ往往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影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陶欢等 [５] 对获取
的无人机影像采用 ＨＳＶ( 色调、饱和度、明度) 阈值法实现死松树的识别ꎬ能有效提高人工判断的效率. 吕
晓君等 [６] 根据感病松树树冠颜色的变化ꎬ对无人机采集的数字正射图像进行目视判读. 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ＣＮＮ) 是一种以监督方式训练的前馈神经网络ꎬ由于其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应
用而引起人们的关注ꎬ主要用于解决遥感场景中的地物分割问题 [７－８] . 大多数研究人员已使用语义分割模
型( 例如 Ｕ￣Ｎｅｔ [９] 、 ＤｅｅｐＬａｂ [１０] ) 来实现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中高效且自动的单木提取. 尽管语义分割模
型已经取得不错的效果ꎬ仍然存在一定的弊端ꎬ如语义分割不能区分同一类别的对象ꎬ在复杂多变的地理
环境下ꎬ可能会导致树冠边缘黏连ꎬ不利于单个树的定量研究. 与语义分割相比ꎬ实例分割可以将每棵树
作为一个目标识别出来ꎬ是防护林枯树提取的一种新思路.
随着深度学习、遥感图像解译的发展ꎬ在卫星影像解译、无人机动态实时跟踪等场景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深度 学 习 凭 借 强 大 的 自 学 习 能 力 和 模 型 泛 化 能 力ꎬ 已 经 在 遥 感 影 像 解 译 方 面 有 大 量 的 研
究 [１１] . 深度学习模型复杂度较高ꎬ过度依赖样本的数量和质量ꎬ但遥感场景包含大量复杂背景和多类目

标ꎬ常面临样本不均衡问题. 因此ꎬ降低对遥感样本数据量需求的同时ꎬ能够有效完成遥感影像的解译依
然是热点问题ꎬ即如何解决小样本遥感完成高效的影像解译.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 ２ 个方面:

(１)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光谱波段选择的样本生成方法ꎬ通过最佳指数因子建立不同波段组合达

到样本数据增强的目的.

１

(２) 应用 ＳＯＬＯ 实例分割模型验证在防护林枯树提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相关工作
在深度学习算法中ꎬ通常会面临着小样本问题ꎬ对于出现频率较低的目标ꎬ实际只能获取几幅到几十

幅的样本数据. 基于样本生成的小样本学习方法研究如何自动化地完成高质量遥感数据集的生成ꎬ生成
后样本可满足深度学习模型对样本量的需求. 传统数据扩充方法采用对原始样本平移、旋转一定角度、添
加噪声的方式进行ꎬ然而这种数据增强方式往往不够智能、且新样本与原样本差距不大ꎬ纹理、光谱等信息
丰富度有限 [１２－１３] . 而且目前数据集的扩充是基于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等 ＲＧＢ 波段的可见光遥感ꎬ对于光谱信息较为
缺失ꎬ在多光谱、高光谱遥感解译任务中ꎬ缺乏合适的样本来验证模型的复用能力. 本研究所使用 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多光谱相机ꎬ共有 １２ 个波段ꎬ可通过波段组合的方式对样本进行扩充ꎬ即提高了样本的数量ꎬ
也对扩充样本的丰度有所提升ꎬ在纹理维、光谱维等上扩充了数据ꎬ可以有效提高传统深度学习仅基于
ＲＧＢ 波段完成遥感影像解译任务的不足.

目前实例分割主要为两种:两阶段的实例分割ꎬ如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１４] ꎬ首先通过目标检测方法找出实例

所在的区域ꎬ然后在检测框内进行语义分割ꎬ每个分割结果都作为一个不同的实例输出. 单阶段的实例分
割ꎬ如 ＹＯＬＡＣＴ [１５] 、ＣｅｎｔｅｒＭａｓｋ [１６] 、ＳＯＬＯ [１７] . 在遥感影像两种实例分割模型均有所应用ꎬ邓颖等 [１８] 基于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对柑橘花朵及花量进行统计ꎬ误差率在 １２％左右. ＪＯＳÉ 等 [１９] 从高分辨率的 ＷｏｒｄＶｉｅｗ － ２ 卫
星影像数据中使用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模型来提取树冠ꎬＦ１ 值达到 ０.８６ꎬ该研究可为林业资源清查和规划提供
理论依据.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模型已经在遥感影像分割中应用广泛ꎬ并且在树冠提取也有不错的效果ꎬ堪称实
例分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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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ＬＡＣＴ 模型是被认为最早的单阶段实例分割模型ꎬ使用 ＲｅｔｉｎａＮｅｔ 作为基本网络ꎬ并添加了两个并

行分支来完成模板预测任务:第一个分支使用 ＦＣＮ 去产生一系列独立于单一实例的原型 ｍａｓｋꎻ第二个分
支在检测分支上添加额外的头去预测 ｍａｓｋ 系数ꎬ以用于编码一个实例在原型 ｍａｓｋ 空间的表示. 最后ꎬ在
ＮＭＳ 步骤后ꎬ通过将两分支的输出结果进行线性组合得到最后的预测结果. 在 ＹＯＬＡＣＴ 中ꎬＦＣ 层负责预
测语义标签ꎬＣｏｎｖ 层负责预测原型 ｍａｓｋ 和 ｍａｓｋ 系数. 两分支并行ꎬ最后通过矩阵乘法组装ꎬ这样一来既
保留了空间的相关性ꎬ又保持了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的模型结构ꎬ速度极快. Ｗａｎｇ 等 [１７] 考虑实例是否可以通过中心
位置和对象的尺寸大小直接进行区分ꎬ于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实例分割方法ꎬ即 ＳＯＬＯ 网络. 网络先由 ＦＰＮ

进行特征提取ꎬ然后划分为 ２ 个分支. 一个负责预测该物体语义类别ꎬ另一个负责预测该物体的实例掩

码. 本文提出使用最佳指数因子进行多光谱波段选择扩充样本ꎬ将 ＳＯＬＯ 模型应用到防护林枯树提取中ꎬ
可有效完成枯树的单颗树提取ꎬ以期获得高精确率的提取效果.

２
２.１

基于无人机多光谱波段选择的样本生成方法
数据来源

采用成都纵横 ＣＷ － ２０ 垂直起降固定翼 ＣＷ － ２０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无人机搭载 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多光谱相机获取的

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传感器波段参数
Ｔｈｅ ｂ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ｓｅｎｓｏｒ

无人机影像 作 为 数 据 源. 该 无 人 机 具 有 全 自 主 起
波段

飞、快速安装等优势ꎬ属于专业级航测无人机ꎬ巡航
速度 ２６ － ４０ ｍ / ｓꎬ续航时间 ３ ｈꎬ配合 ＧＣＳ － ２０２ 地面

１

波长 / ｎｍ

波宽 / ｎｍ

５１５

１０

４７０

２

站和 ＣＷ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软件ꎬ并借助 ＲＴＫ / ＰＰＫ 定位技

３

５５０

４

术ꎬ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位置信息可达厘米级别ꎬ已

６１０

５

在中航时、大范围农林业遥感数据获取得到广泛应

６５６

６

用. 拍摄选择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相对航高 ４００ ｍꎬ

７１０

７

为满足拼接需求ꎬＭｉｃｒｏ ＭＣＡ１２ ｓｎａｐ 多光谱相机( 波

７６０

８

８００

９

段参数见表 １) 设置航线重叠率 ６０％ꎬ旁向重叠率

１０

２.２

１２

７０％ꎬ相对航高 ４００ ｍꎬ空间分辨率 ０.２ ｍ.

８３０
８６０

１１

波段选择方法

９００
９５０

１０
１０

波段特征
区分植被和土壤岩石表层
可见光光谱中的绿波波峰
对水质浑浊变化敏感

１０

植被光谱反射曲线中红光初始波段

１０

植被光谱反射曲线的红边波段

１０

归一化植被指数

１０
１０
１０

重新归一化植被指数
植被光谱反射曲线的红边波段
区别植被种类

１０

与植物总叶绿素含量显著相关

４０

计算水波段指数

２０

计算特定作物水分敏感指数

最佳指数因子(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ｉｎｄ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ꎬＯＩＦ) 是基于波段间相关性系数以及波段间的标准差来反映波段

组合信息质量的一种方法ꎬ计算公式为 [２０] :

ｎ

Ｏ＝

ｎ

Ｓｉ
∑
ｉ＝１
ｎ

∑
∑｜
ｉ＝１ ｊ＝１

Ｒ ｉｊ ｜

.

(１)

式中ꎬＯ 为最佳指数因子ꎻＳ ｉ 为第 ｉ 个波段的标准差ꎻＲ ｉｊ 为第 ｉ 和 ｊ 波段的相关系数ꎻｎ 为所选波段的波段数
( 本研究为 ３ 波段) .

所选择的最佳波段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１) 波段间的相关性较小.

(２) 波段所包含信息量较大且丰富.

(３) 所选波段组合可以提升模型提取精度.

将最佳指数因子排名前 １０ 的波段组合选出ꎬ 将 ３ 波段 ＴＩＦＦ 格式的影像转换为 ｊｐｇ 格式ꎬ 制作成

ＣＯＣＯ 数据集格式ꎬ以便后续进行模型训练.

３

基于 ＳＯＬＯ 模型的防护林枯树提取
ＳＯＬＯ 实例分割 [１７] 模型是目前较好的单阶段实例分割框架( 如图 １ 所示) ꎬ与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这类两阶

段实例分割相比ꎬＳＯＬＯ 不必检测目标框ꎬ可以直接得到实例的像素分割结果ꎬ提出以目标的中心位置和
对象大小分离对象实例ꎬ简化了实例分割的模型大小与计算机复杂性.
— 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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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 １

ＳＯＬＯ 网络结构

Ｔｈｅ ＳＯＬ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将输入的原始遥感影像经过特征金字塔网络(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ＦＰＮ) 网络ꎬ从而将不同尺寸的

对象分配到不同层次的特征图 中ꎬ 分 别 送 入 ＳＯＬＯ 网 络 的 两 个 分 支ꎬ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和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特征图为 Ｓ ×Ｓ ×Ｃꎬ用于预测各个位置目标的类别ꎬＣ 为类别数.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特征
图为 Ｈ ×Ｗ ×Ｓ ２ ꎬ因为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有 Ｓ ２ 个位置ꎬ因此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会生成 Ｓ ２ 个 Ｈ ×Ｗ 的特征图ꎬ用
于目标的全图位置预测.

在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中ꎬ经过 ＦＰＮ 得到的特征图为 Ｈ ×Ｗ 经过上采样变为 Ｓ ×Ｓꎬ预测 Ｓ × Ｓ 区域中每

个区域所属类别ꎬ网格落到中心区域则为正样本ꎬ否则为负样本. 在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ꎬ生成 ｍａｓｋ 的分支
类似于语义分割ꎬ是全卷积神经网络(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ＦＣＮ) ꎬ具有平移不变性. 因此在 ＦＣＮ 基
础上增加两个通道ꎬ增加坐标信息ꎬ将像素横纵坐标 ｘꎬｙꎬ归一化到[ － １ꎬ１] ꎬ如图 ３ 所示ꎬ将 ＦＣＮ 生成特征
图 Ｈ ×Ｗ × ２５６ 增加 ２ 个通道.

采用损失函数公式如下:

Ｌ ＝ Ｌ ｃａｔｅ ＋λＬ ｍａｓｋ .

(２)

式中ꎬＬ ｃａｔｅ 是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的损失函数ꎬ用的 Ｆｏｃａｌ ＬｏｓｓꎬＬ ｍａｓｋ 是 Ｍａｓｋ Ｂｒａｎｃｈ 分支的损失函数ꎬ用的
是 Ｄｉｃｅ Ｌｏｓｓ.

最后使用置信度阈值 ０.１ 过滤掉分数比较低的预测ꎬ然后选取前 ５００ 个排好序的 ｍａｓｋ 进行非极大值

抑制( ｎ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ＮＭＳ) 操作ꎬ然后用 ０.５ 的阈值进行 ｍａｓｋ 二值化ꎬ保留前 １００ 个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ｓｋ 进行评估.

４

４.１

实验结果分析
数据集

对原始多光谱影像的边缘无用信息裁剪ꎬ选取可见光波段( 波段 ５、波段 ３、波段 １) 进行组合ꎬ裁剪成
１２８ × １２８ 的图片ꎬ共计 １３６ 张. 使用 Ｌａｂｅｌｍｅ 进行防护林标注ꎬ枯树标签为 ｄｅａｄ＿ｔｒｅｅꎬ共标注 １ ０８７ 颗ꎬ健康
( 活) 树标签为 ｌｉｖｅ＿ｔｒｅｅꎬ共标注 １ ４８８ 颗树ꎬ并在 ｐｙｔｈｏｎ 中编写程序将数据集制作成 ＣＯＣＯ 标准格式ꎬ所
以 ｊｓｏｎ 文件合并到一个 ｊｓｏｎ 文件.

根据最佳指数因子对多光谱原始波段进行计算ꎬ得到如表 ２ 所示的 ＯＩＦ 值排名前 １０ 的波段组合.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ＩＦ 值排名前 １０ 的波段组合

Ｔｏｐ １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ＩＦ

序号

波段组合

１０９.６２

６
７

７、９、１２

１０４.１２

８

７、１１、１２

１０１.６６

１０

２、９、１２

序号

波段组合

１

９、１１、１２

１１６.９０

３

１０、１１、１２

１０７.１６

５

８、１１、１２

２
４

９、１０、１２
８、９、１２

１０６.７５
１０４.３０

９

１、９、１２
６、９、１２

ＯＩＦ

１０１.７９
１００.１５
９９.４２

对排名前 １０ 的波段组合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导出ꎬ由于与可见光波段的图片位置、大小均相同ꎬ不再需要标

注ꎬ使用波段 ５、波段 ３、波段 １ 的标注结果即可ꎬ扩充后的数据集共计 １ ４９６ 张.

４.２

实例分割结果

实验都是基于安装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６.０４ 操作系统上的 Ｍ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 对象检测工具箱和 ＰｙＴｏｒｃｈ [２２] 进行的ꎬ

同时配备 ＮＶＩＤＩＡ ２０８０Ｔｉ 进行 ＧＰＵ 加速. 动量为 ０.９ 的随机梯度下降( ＳＧＤ) 用于优化网络ꎬ使用了预先训
— ４９ —

第 ２２ 卷第 １ 期(２０２２ 年)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程技术版)


练的模型ꎬ将批次大小设置为 ２ꎬ并训练了 ８０ 个 ｅｐｏｃｈ. 初始学习率设置为 ０.００２５ꎬ在 ２７ 和 ３３ 个 ｅｐｏｃｈ 时
降低学习率ꎬ选择平均精度( ｍｅ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ꎬｍＡＰ) 作为精度评价指标.

将数据集按照 ７:２:１ 划分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ꎬ输入到网络中进行训练ꎬ在第 ４０ 个 ｅｐｏｃｈ 左右 ｌｏｓｓ

趋于稳定ꎬ达到收敛. 得到如图 ２ 所示的实例分割效果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整体上看 ＳＯＬＯ 实例分割模型在防护林枯树提取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ꎬ整体吻合度

较高. 图 ２( ａ) 、图 ２( ｂ) 、图 ２( ｄ) 、图 ２( ｆ) 的枯树均有不同程度的漏分现象ꎬ这可能是由于冠层面积较小ꎬ
将预测分值较小的 ｍａｓｋ 过滤掉了ꎬ导致冠层面积较小的枯树漏分.

图２
Ｆｉｇ ２

基于 ＳＯＬＯ 模型的实例分割效果部分展示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ＬＯ ｍｏｄｅｌ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基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 ＋ ＦＰＮ 和数据集
２ 得到了最佳的分割结果ꎬ相对于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 ＦＰＮ ＋ 数
据集 １、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 ＋ＦＰＮ ＋数据集 １、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 ＦＰＮ ＋ 数

据集 ２ꎬＡＰ 分别提高了 ３.１％、２.５％、０.２％. 结果表明ꎬ
该方法在空间上获得了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此外ꎬ
ＲｅｓｅＮｅｔ￣１０１ ＋ ＦＰＮ ＋ 数据集 ２ 的 ＡＰ ７５ 、ＡＰ ５０ 相较于其他
组合均有所提高. 健康树数据集的加入使得枯树预测
整体 结 果 有 所 提 升ꎬ ＲｅｓｅＮｅｔ￣１０１ ＋ ＦＰＮ 组 合 提 升 了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不同骨干网络和数据集的精度评价结果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序号
１
２
３
４

数据集

方法

１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ＦＰ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ＦＰＮ

２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ＦＰ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ＦＰＮ

ＡＰ

ＡＰ ５０

ＡＰ ７５

６３.６
６３.８

８２.６
８４.１

７１.６
７８.３

６０.７
６１.３

７９.３
８０.２

７０.５
７２.５

注:数据集 １:只包含枯树标签ꎻ数据集 ２:包含枯树和健康树
标签.

２.５％ꎬＲｅｓｅＮｅｔ￣５０ ＋ＦＰＮ 组合提升了 ２.９％. 因此ꎬ可以推断出ꎬ基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 ＋ ＦＰＮ 的 ＳＯＬＯ 模型可以较
好地完成防护林枯树的提取ꎬ且健康数据集加入对枯树提取的精度有着显著的提升.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小样本下基于无人机多光谱样本生成的 ＳＯＬＯ 实例分割模型ꎬ能够有效完成防护林

枯树提取ꎬ且具有较高的提取精度. 最佳指数因子的波段组合是一种新的数据集扩充方式ꎬ在深度学习实
例分割模型中得到了验证. 当增加健康树的样本信息ꎬ能够提高枯树的提取效果和检测精度ꎬ枯树提取的

ＡＰ 达到 ６３.８％. 本文方法可以及时发现因病或干旱死亡的枯树ꎬ有效监测防护林的长势情况和发展动态ꎬ
可为林业管理人员提供准确的信息. 后期可设计轻量化实例分割模型ꎬ减少模型的大小ꎬ对模型进行智能
终端的部署ꎬ为林业管理部门的森林资源调查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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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文ꎬ等:基于无人机多光谱和 ＳＯＬＯ 模型的防护林枯树提取方法


[ 参考文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ＷＡＮＧ ＦꎬＰＡＮ ＸꎬＧＥＲＬＥＩＮ Ｓꎬｅｔ 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Ｊ] .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２]

ＤＥＮＧ ＣꎬＺＨＡＮＧ ＢꎬＣＨＥ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２０２０ꎬ３１(６) :６６９－６７６.

Ｎｏｒ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９ꎬ２７５:７９－９０.

ＣＯＯＰＳ Ｎ Ｃ Ｍꎬ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ＡꎬＷＵＬＤＥＲ Ｍ Ａ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ｒ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ｉｎｅ ｂｅｅｔｌｅ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２００６ꎬ１０３(１) :６７－８０.

ＳＫＡＫＵＮ Ｒ ＳꎬＷＵＬＤＥＲ Ｍ Ａꎬ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Ｓ 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ｐ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ｅｔｎ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ｉｎｅ ｂｅｅｔｌｅ ｒｅｄ￣ａｔｔａｃｋ ｄａｍａｇｅ[Ｊ].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２００３ꎬ８６(４):４３３－４４３.

陶欢ꎬ李存军ꎬ谢春春ꎬ等. 基于 ＨＳＶ 阈值法的无人机影像变色松树识别[ Ｊ]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ꎬ

２０１９ꎬ４３(３) :９９－１０６.

吕晓君ꎬ王君ꎬ喻卫国ꎬ等. 无人机监测林业有害生物初探[ Ｊ] . 湖北林业科技ꎬ２０１６ꎬ４５(４) :３０－３３.

ＨＥ ＫꎬＧＫＩＯＸＡＲＩ ＧꎬＤＯＬＬÁＲ Ｐꎬ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ｅｎｉｃｅꎬＩｔａｌｙꎬ２０１７:２９６１－２９６９.

任媛媛ꎬ张显峰ꎬ马永建ꎬ等.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无人机遥感影像农村建筑物目标检测[ Ｊ]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
程技术版) ꎬ２０１９ꎬ１９(３) :２９－３６.

李越帅ꎬ郑宏伟ꎬ罗格平ꎬ等. 集成 Ｕ￣Ｎｅｔ 方法的无人机影像胡杨树冠提取和计数[ Ｊ] . 遥感技术与应用ꎬ２０１９ꎬ３４( ５) :

９３９－９４９.

[１０] 王学文ꎬ赵庆展ꎬ韩峰ꎬ等. 机载多光谱影像语义分割模型在农田防护林提取中的应用[ Ｊ] .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ꎬ２０２０ꎬ
２２(８) :１７０２－１７１３.

[１１] ＧＡＯ ＸꎬＳＵＮ ＸꎬＹＡＮ Ｍ Ｌꎬ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Ｒｏａ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 / /
２０１８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ꎬＳｐａｉｎ:ＩＥＥＥ:６９０７－６９１０.

[ １２] ＷＡＮＧ Ｚ ＣꎬＤＵ ＬꎬＭＡＯ Ｊ Ｓꎬｅｔ ａｌ. ＳＡＲ ｔａｒ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Ｄ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２０１９ꎬ１６(１) :１５０－１５４.

[１３] 孙显ꎬ梁伟ꎬ刁文辉ꎬ等. 遥感边缘智能技术研究进展及挑战[ Ｊ] .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２５(９) :１７１９－１７３８.

[１４] ＰＯＴＬＡＰＡＬＬＹ ＡꎬＭＩＳＨＲＡ ＮꎬＳＡＩ Ｐ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２０１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ＥＥＥꎬ２０１９.

[１５] ＢＯＬＹＡ ＤꎬＺＨＯＵ ＣꎬＸＩＡＯ Ｆꎬｅｔ ａｌ. ＹＯＬＡＣ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ｏｕｌꎬ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２０１９:９１５７－９１６６.

[１６] ＷＵ ＴꎬＨＵ ＹꎬＰＥ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ｃｈｏｒ￣ｆｒｅ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Ｊ]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ꎬ２０２０ꎬ１２:２９１０.

[１７] ＷＡＮＧ ＸꎬＫＯＮＧ ＴꎬＳＨ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 ＳＯＬ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Ｇｌａｓｇｏ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２０.

[１８] 邓颖ꎬ吴华瑞ꎬ朱华吉. 基于实例分割的柑橘花朵识别及花量统计[ Ｊ] . 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３６(７) :２００－２０７.

[１９] ＪＯＳÉ Ｒ ＧꎬＢＲＡＧＲＡ Ｖ ＰꎬＤＡＬＡＧＮＯＬ Ｒ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ꎬ２０２０ꎬ１２(８):１－２７.

[２０] ＪＩ Ｗꎬ ＷＡＮＧ Ｚ Ｙꎬ ＷＥＮ Ｑ. Ａ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ｈｉｇｈ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４:９２６３.

[２１] ＣＨＥＮ ＫꎬＷＡＮＧ ＪꎬＰ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Ｍ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ｍｍｌａｂ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ａｎｄ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Ｊ] . 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
１９０６.０７１５５ꎬ２０１９.

[２２] ＰＡＳＺＫＥ Ａꎬ ＧＲＯＳＳ Ｓꎬ ＭＡＳＳＡ Ｆꎬ ｅｔ ａｌ. Ｐｙｔｏｒｃｈ: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ｙｌｅꎬ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Ｃ ]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ꎬＣａｎａｄａꎬ２０１９.

[ 责任编辑:陈

庆]

— ５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