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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的实时农业图像逐像素分类研究
刘庆飞，张宏立，王艳玲
（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摘要：【目的】为了提高作物和杂草的识别准确率和实时性，以苗期甜菜田间彩色图像为研究对象，提出了
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的实时农业图像逐像素分类方法。
【方法】本研究使用由农业机器人采集的苗期甜菜田间彩色
图像，通过人工逐像素标注方法将彩色图像中各个像素点标注为作物、杂草、土壤 3 个类别，并将单一类别的标
注信息分别置于 3 个不同的图像通道，构成用于训练和测试的数据集。首先，建立以编码器-解码器为基础的深度
可分离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将编码器部分和解码器部分进行多尺度合并，由编码器部分决定像素位置，解码器部
分获得像素分类；然后，为了解决分类类别覆盖率不平衡的问题，通过单通道标注信息训练，提高了低覆盖率分
类类别的准确率，再将多个训练结果输出，实现对图像中的土壤、杂草、作物的识别；为了控制网络参数规模，
采用宽度乘数控制点卷积核的个数，同时在不同分辨率输入条件下对网络模型进一步测试，以讨论网络模型的实
时性。最后，使用随机数据增强技术扩充数据集，数据集中的 80%用于网络参数的训练，20%用于测试网络性能。
【结果】
（1）通过与已有逐像素分类方法比较，本文方法获得较高的分类准确率。其中，SegNet 方法逐像素分类
的平均准确率为 90.06%，U-Net 方法平均准确率为 92.06%，三通道标记训练的本文网络平均准确率为 92.70%，单
通道标记训练的本文网络平均准确率达 94.99%。
（2）通过计算不同方法单一类别逐像素分类的各项指标，论证了
本文提出的单通道标注信息训练方法在处理分类类别覆盖率不平衡和训练样本较少情况下的优势。对杂草逐像素
分类的准确率，SegNet 方法为 18.39%，U-Net 方法为 18.33%，三通道标记训练的本文网络为 22.87%，单通道标
记训练的本文网络准确率达 41.94%。（3）通过宽度乘数可以有效控制网络模型的参数规模，当宽度乘数为 1 时，
参数尺寸为 676.8 万，当宽度乘数为 0.1 时，参数尺寸降低到 7.72 万，是原始网络参数规模的 1.14%，对土壤、
杂草、作物的逐像素分类准确率分别仅降低 2.81%、2.78%、3.7%，按照识别精度需求参数规模还可以进一步减小。
（4）在输入分辨率和宽度乘数的共同作用下，讨论了网络的实时处理能力。采用 GPU 硬件加速对 3 个类别同时识
别的速率可达 20 fps，对单一类别识别速率达 60 fps。可满足农业除草系统和作物监测系统实时在线运行。【结
论】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的逐像素分类方法，能对农业图像中的土壤、杂草、作物实施有效逐像素
分类，同时该方法能对单一类别逐像素分类进行实时处理，满足实际系统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作物与杂草识别；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逐像素分类；语义分割

Real-Time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mages Based on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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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al time recognition of crops and weeds, the field color image of
seedling beet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separable convolution was
proposed.【Method】In this paper, the field color image of the seedling beet was used, the pixels in the color image were tagg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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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ategories of crops, weeds and soil by the manual pixel marking method, and the single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was placed in
three different image channels, which was used for training and testing. First, a deep separabl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based on encoder and decoder was set up. The encoder part and decoder part were merged in multi scale. The pixel loca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encoder part, and the decoder part got the pixel classifi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unbalance of the
coverage rate of the classification category, the single channel standard was used.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ize of the network
parameters, the number of the point convolution kernel was controlled by the width multiplier and the network was used under the
different resolution input conditions to control the network parameters. The model was further tested to discuss the real-time
performance of the network model. Finally, we used random data enhancement technology to expand data sets, 80% of the data sets
were used for training network parameters, and 20% of them were used to test network performance. 【Result】 (1)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e proposed method achieved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of the SegNet method was 90.06%,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the U-Net method was 92.06%,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of the three
channel marking training was 92.70%, and the average network accuracy of the single channel marking training was 94.99%. (2)The
advantages of the single channel annotation information training method in dealing with the unbalance of classified category
coverage and the less training samples were demonstrated by calculating the indexes of the single category by pixel classification by
different methods. The accuracy rate of weeds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SegNet method was 18.39%, U-Net method was 18.33%, the
network of three channel marking training was 22.87%, and the network accuracy of single channel marking training was 41.94%. (3)
The parameter size of the network model c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the width multiplier. When the width multiplier was 1,
the parameter size was 6.768 million, and the parameter size was reduced to 77.2 thousand when the width multiplier was 0.1. It was
1.14% of the original network parameter scale, and the accuracy rat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il, weeds and crops was only 2.81%,
2.78% and 3.7%,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 the scale of parameters could be further reduced. (4)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put resolution and width multiplier, the real-time processing capability of the network was discussed. Using
GPU hardware acceleration, the rate of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of three classes could reach 20 fps, and the rate of single class
recognition was 60 fps. It could satisfy the real-tim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weeding system and crop monitoring system.
【Conclusion】The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separable convolu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ould effectively
classify the soil, weeds and crops in agricultural imag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method could deal with a single category by pixel
classification in real tim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ctual system.
Key words: crop and weed recognition; deep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pixel-wise classifica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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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pixel 图片耗时约为 16.5 ms，但没有明确给出分割

引言

精度。刘哲等 [8]使用时序 EVI（enhanced vegetation

【研究意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除草剂等农药

index）决策树分类与高分纹理对玉米进行识别。翟

的大量使用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减少农药的使

志强等[9]采用 Census 变换的双目视觉方法进行作物

用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1]。传统施药过程

识别，在非地头环境下，作物行中心线的正确识别率

中，在整个田间均匀喷洒农药是造成农药使用过量的

不小于 92.58%，但此方法对试验环境要求较高。王

主要因素。而智能化感知除草系统能够通过传感器获

璨等 [10] 利用融合高度与单目图像特征的支持向量机

取作物和杂草的位置，从而进行选择性施药，能够大

模型进行杂草识别，此方法识别精度高，但有效的特

[2-3]

。智能化除草系统需要实时对田

征表示难度较大。陈亚军等[11]基于多特征的杂草逆向

间图像数据进行识别，将植物标记为作物或杂草，针

定位，使大豆田间杂草识别的准确率为 90%以上。赵

对作物与杂草的实时高精度识别的研究至关重要。
【前

川源等[12]使用多光谱信息进行杂草识别，但传感器成

人研究进展】农业图像中有着大量有用信息，常被用

本过高，不利于大面积推广应用。近年来，深度卷积

量减少农药的使用

[4-6]

。当前在作物与杂草识别研究

神经网络方法逐步应用于农作物与杂草的分割。王璨

中，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分割和识别方法被广泛采用。

等 [13] 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多尺度分层特征识别玉

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根据作物与杂草的颜色、纹理、

米杂草，他们从图像的高斯金字塔中提取多尺度分层

作植物或病虫害识别

[7]

形态特征进行识别。孟庆宽等 采用基于二维直方图

特征作为识别依据，再与多层感知器相连接，实现图

的 模 糊 C 均 值 聚 类 法 进 行 图 像 分 割 ， 640pixel ×

像中各像素的识别，平均目标识别准确率达 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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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幅图像的平均耗时缩短为 0.72 s。MCCOOL 等[14]
使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作物与杂草进行分割，
获得了先进的分类性能，同时使用模型压缩技术减少
了模型参数，最终使平均识别精度大于 90%，运行速

a. RGB图像
a. RGB image

度达到 1.83 Hz。HAUG 等[15]使用萝卜农场的 RGB 数

b. 原始标注图像
c. 标注图像
b. Original annotation image c. Annotation image

据和近红外（near infrared，NIR）图像输入分割系统，
通过 70 幅图像进行性能评估，使平均准确率达到
[16]

94%。POTENA 等

使用 RGB+NIR 数据输入，实现

图1

RGB 图像及其标注图像

Fig. 1

RGB image and its annotated image

了两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对作物和杂草的分类。
MILIOTO 等[17]使用多项植被指数对农田彩色图像进

基于研究目标，我们只对杂草、农作物以及土壤

行特征提取，将特征图像和彩色图像合并输入卷积神

进行逐像素分类，而不区分杂草的类别。对原始标注

经 网 络进 行作 物 与杂 草分 割 ，使 平均 准 确率 达到

信息进一步处理，将 3 种类别分别置于图像的 3 个不

80.8%，工作频率 20 Hz 左右。【本研究切入点】前人

同通道中，以实现不同类别的通道分离，结果如图 1-c

已在作物和杂草识别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工作，并取

所示，其中红色、绿色、蓝色分别代表杂草、作物、

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传统方法依然存在处理过程复

土壤的标注信息。

杂、人工设计的特征提取器识别效果差等缺点，卷积

在农业生产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植被覆盖率

神经网络方法能获得非常高的识别精度，但已有方法

往往差距很大。这也导致处理杂草、农作物以及土壤

在实时性方面不能达到应用需求。本研究在前人研究

的逐像素分类任务时，各个类别覆盖率分布不均匀，

的基础上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优秀的特征提取能力，并

使得总体分类精度高，覆盖率较低的类别分类精度差。

在网络结构设计中考虑实时性要求，提取基于可分离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中，各个类别在总体样本中的覆

卷积的实时农业图像逐像素分类方法，提高作物和杂

盖率如表 1 所示。其中土壤占 93.92%、农作物占

草的识别效率与识别速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

4.13%、杂草仅占 1.95%，并且杂草的标注信息共包含

研究以苗期甜菜图像为例，设计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9 种不同植物（图 1-b），其形态差异大，同时可用的

土壤、杂草、作物逐像素分类模型，针对数据特点设

训练样本少。直接使用 3 个通道的标注数据在同一个

计网络训练方案，针对实际应用的实时性要求设计逐

网络中训练，杂草的识别精度相对较低。

像素分类网络模型压缩方案。通过与已有同类方法对
比和对本研究所设的计网络模型进行探索试验，验证

表1

数据集信息

本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与优势。

Table 1

Dataset information

图像总数

1

材料与方法

Image number

本文提出的逐像素分类方法是端到端。这意味着

283

所占像素比例 Percentage of pixels
土壤 Soil

杂草 Weed

作物 Crop

93.92

1.95

4.13

只需要将从农业现场采集好的图像数据送入逐像素分
类网络，并提供输入数据的每个像素语义标记，即可

针对这个问题，本研究提出单通道语义标记输入

获得其分类结果。本节介绍本研究使用的图像数据集

方法。图 2 中将每一个种类的语义标记通道通过一个

和所提出的网络结构以及训练方法。

逐像素分类网络来学习单一分类任务，将一个多分类

1.1 图像数据描述

问题分解成多个二分类问题。图 2-a 中白色区域表示

本研究采用 2016 年春季由德国博士公司的农业

对土壤的逐像素标注信息，黑色区域表示对非土壤的

机器人在 Bonn 附近的甜菜农场中记录的 RGB 图像

逐像素标注信息。图 2-b 中白色区域表示对作物的逐

数据 [18]。这些图像数据中已经有 283 张图像进行了人

像素标注信息，黑色区域表示对非作物的逐像素标

工标注，图 1-a 中所示由 JAI 相机采集的 RGB 图像，

注信息。图 2-c 中白色区域表示对杂草的逐像素标

图 1-b 是对应的原始标注信息。原始标注信息中包含

注信息，黑色区域表示对非杂草的逐像素标注信息。

甜菜（红色）、土壤（黑色）以及杂草（其他颜色，

试验表明，将单通语义标记输入引入逐像素分类系统

共 9 种）。

中，不仅有助于低覆盖率分类类别学习网络参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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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相应部分拼接后再输出到下一层。
输出：使用三通道标记数据输入网络进行训练时，
设 置 最后 一个 卷 积层 的卷 积 核数 为 3 ， 连接 一个
soft-max 激活函数输出，用于同时得到土壤、杂草以
及农作物 3 个类别的逐像素分类结果。使用单通道标
记数据输入网络进行训练时，设置最后一个卷积层的
卷积核数为 1，连接一个 sigmoid 激活函数输出，用于
图2

预测每个像素的分类属性。对于所描述的单通道语义

单通道标注信息

Fig. 2

标记输入，本质上是二分类的，输出结果表示对应通

Single channel annotation information

道中每个像素属于此通道分类结果的概率。3 个单通
且使网络具有更好的泛化性能，从而提高农作物和杂

道网络独立训练，预测阶段分别输出不同类别的二分

草的识别精度。

类结果，最终得到对各个类别的逐像素分类输出。

为了评估网络性能，将使用数据集中的 80%作为
训练集，20%作为测试集。同时使用数据增强技术，

3×3 Depthwise Conv

在网络训练过程中对训练数据进行随机旋转 20°、随
BN

机缩放尺度 0.2、
随机剪切 0.2 以及设置随机水平翻转，
并且在整体数据集上做标准化处理。

ReLU

1.2 网络结构
3×3 Conv

1×1 Conv

BN

BN

ReLU

ReLU

a. 标准卷积模块
a. Standard convolution module

b. 深度可分离卷积模块
b.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 module

近年来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图
像 分 割 等 领 域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19] 。 FCN （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20]的提出使卷积神经网络在图
像语义分割总得到应用。随后学者提出了多种网络结
构实现更准确的图像分割任务

[21]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的逐像素分类网络
对农业图像进行语义分割。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端到端的逐像素分类网络，它
可以执行准确的分割任务，对土壤、杂草、作物同时
识别的运行速度可以达到 20 fps 以上，单一类别识别

图3

标准卷积模块和深度可分离卷积模块

Fig. 3

Standard convolution module and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 module

[22]

速度可以达到 60 fps 以上。此网络结构借鉴了 U-Net

和 MobileNet[23]设计思想，网络结构由编码器部分和
解码器部分组成。此网络基于以下模块构建：

本研究使用上述结构块来创建图 4 中描述的网
络，该网络由编码器-解码器结构组成。其编码器部分

输入：网络输入仅使用 RGB 图像数据。将原图重新

与 MobileNets 一致，仅去掉了全连接层。同时设置宽

定义其大小为 192×192×3，并对每个通道进行去中心化

度乘数和分辨率乘数用于权衡整个网络参数规模、运

和标准化操作。输出结果作为第一个卷积层的输入。

行速度以及识别精度。解码器部分由反卷积模块与深

标准卷积模块：在网络输入层之后和输出层之前
[24]

使用 3×3 常规卷积层，后面跟着 BN

层以及 RELU

层（图 3-a）。

为 2×2，步长为 2，以保证与 MobileNets 相应层中
的特征图尺度一致。网络结构中的详细参数请参见电

[25]

深度可分离卷积模块

：由 3×3 的深度方向卷

积跟着 BN 层以及 RELU 层和 1×1 点卷积层跟着 BN
层以及 RELU 层组成，点卷积步长为 1（图 3-b）。
[26]

度可分离卷积构成，所有的反卷积操作的卷积核大小

子附表 1。
1.3 网络训练
本文使用 Keras 实现了本文在网络结构中提到的

：反卷积用于构成网络结构中的解码器

所有模块[27]。在网络训练过程中，使用随机梯度下降

部分，对通过编码的特征图进行上采样。为了更好地

算法作为参数优化器，设置学习率为 0.001，动量为

考虑空间位置信息，进行反卷积操作后的特征图与解

0.9，训练批次为 16，在整个训练集上进行 240 次训练。

反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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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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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网络结构

network architecture

单通道标注信息输入网络训练时最后一层激活

值， C 表示类别，在本文中 C = 3 , yi ( x) 表示此像素 x

函数为 sigmoid，定义为公式（1）：
y ( x) =

1
1 + ea ( x )

式中，ai ( x) 表示第 i 个类别通道上的一个像素点 x 输出

（1）

属于第 i 个类别的概率。损失函数为交叉熵函数，定义
为公式（4）：

式中， a( x) 表示图像上像素点 x 对某一类别预测的

n

C

L = −∑∑ tki log( yki )

输出值， y ( x) 表示图像上像素点 x 属于此类别的概

（4）

k =1 i =1

率。损失函数为 Dice 系数的相反数，定义为公式

式中， n 为单幅图像的像素总数， tki 是像素点 k 属于

（2）：

类别 i 的概率， yki 是模型对像素点 k 预测为属于类别

L=−

2 × ytrue ∩ y pred
ytrue + y pred

i 的概率。

（2）

并比（IoU）、精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

式中，ytrue 表示经归一化的单一类别标注图像，y pred 表
示由 sigmoid 层输出的预测图像。
三通道标记输入训练时，最后一层激活函数为
soft-max，定义为公式（3）：
yi ( x ) =

e ai ( x )

∑

C

e ai ( x )
k =1

本研究通过平均交并比（mIoU）、单一类别均交

∀i ∈1 - C

对训练结果进行评估。同时文中所述的准确率均通过
交并比指标衡量。且试验结果中所有的数据都是使用
NIVIDIA GTX1080TI GPU 获得的。

2
（3）

结果

2.1 逐像素分类结果与分析

为了便于与其他卷积神经网络对比，笔者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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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下实现了 SegNet[28]以及 U-Net 网络，并使用

项评估指标。其中也对比了单通道标注输入和三通道

相同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测试。图 5 中给出了不同逐

标注输入在测试集上的各项指标。

像素分类方法的输出结果。表 2 中给出了 SegNet

图 5 中不同方法对测试数据逐像素分类输出结果

方法、 U-Net 方法以及本文方法在测试数据上的各

表明，SegNet 方法输出结果能反应预测类别的基本形

土壤 Soil

a. 输入图像
a. Input image

b. 标注图像
b. Annotation image

图5
Fig. 5

c. SegNet方法
c. SegNet method

杂草 Weed

作物 Crop

d. U-Net方法
d. U-Net method

e. 三通道标注训练方法
f. 单通道标注训练方法
e. Three channel annotation f. Single channel annotation
training method
training method

不同方法对测试数据逐像素分类输出结果对比

The results of pixel classification output of test data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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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但其形态边缘模糊；U-Net 方法输出结果对作物

练，在测试结果上，除土壤和作物精确率指标有所

的预测比较准确，其边缘清晰，但对杂草的预测精度

降低，其余各项评估指标均有提升，尤其在杂草分

较低，对杂草预测的部分区域被认为是作物的错误分

类性能上有明显的提高，论证了使用单通道标注信

类；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通过三通道标记信息训练网

息输入训练网络，有助于提高形态差异较大且覆盖

络，输出结果显示出此网络能够对杂草和作物进行更

率较小的杂草类别的逐像素分类精度。

准确地分类，尤其对杂草类别的分类能力有明显提高，

2.2 参数规模

只有少部分错误分类结果出现；图 3 中最后一列是使

文献[23]中论述了深度可分离卷积可以大量减少

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先通过单通标记信息分别训练得

网络参数。点卷积部分占有大部分参数，因此论文中

到预测结果，而后将 3 个网络输出结果同时呈现在图

提出使用宽度乘数来控制点卷积的个数，用以进一步

（图 5-f）中，其表现出对边缘预测更加准确，表明本

减小网络参数规模。本试验通过编码器部分设置不同

文所使用的方法能够对图像中的杂草、农作物以及土

的宽度乘数观察网络对土壤、杂草以及作物的逐像素
分类准确率的影响以及网络参数尺度的变化。表 3 中

壤进行更有效逐像素分类。
表 2 表明， SegNet 和 U-Net 对土壤、杂草、农
作物具有一定的逐像素分类能力，但对杂草的逐像

给出了不同宽度乘数条件下逐像素分类网络对测试数
据输出准确率以及相对应的参数规模。

素分类性能不佳。使用三通道标注信息输入对本文

对比表 3 中结果，原始网络参数规模达到 6.768

所提出的逐像素分类网络进行训练，对杂草和作物

6

×10 。随着宽度乘数的下降，网络参数规模大幅减

的分类性能上有一定的提升，此方法在土壤和作物

小。宽度乘数下降到 0.25 时，网络参数已下降到 4.55

精确率指标上获得最高精确率，但在杂草的准确率

×105，但准确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表明本文提

以及召回率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使用单通道标

出的逐像素分类网络容量大，对复杂问题有较强的

注信息输入对本文所提出的逐像素分类网络进行训

泛化能力。当宽度乘数下降到 0.1 时，准确率有小幅

表2

不同方法在测试数据中的表现

Table 2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ethods in test data

方法

平均准确率

Method

准确率 Accuracy (IoU) (%)

精确率 Precision (%)

召回率 Recall (%)

Mean Accuracy

土壤

杂草

作物

土壤

杂草

作物

土壤

杂草

作物

(mIou) (%)

Soil

Weed

Crop

Soil

Weed

Crop

Soil

Weed

Crop

Segnet

90.06

95.44

18.39

56.43

97.55

49.54

78.69

98.51

18.98

76.78

Unet

92.06

96.20

18.33

61.00

98.16

40.15

79.85

98.58

19.83

82.33

三通道标注训练

92.70

96.36

22.87

65.15

98.19

51.76

84.16

98.69

27.89

83.85

94.99

97.03

41.94

73.66

97.99

53.75

82.80

99.03

63.65

84.42

Three channel annotation training
单通道标注训练
Single channel annotation training

表3

参数乘数对准确率和参数量的影响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the width multiplier on the IoU and the parameter quantity
准确率 Accuracy (IoU) (%)

宽度乘数
Width multiplier

参数量
Parameter quantity (×104)

土壤 Soil

杂草 Weeds

作物 Crop

1

96.89

42.38

72.07

676.8

0.75

96.69

42.43

71.11

382.9

0.5

97.24

41.79

69.15

172.2

0.25

97.73

43.37

74.96

45.5

0.1

94.08

39.51

68.37

7.72

0.05

93.72

29.76

68.8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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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类网络设置不同的宽度乘数，同时对输入图像设

至 0.05 时，网络参数仅有 2.16 ×10 ，杂草的准确

置不同的分辨率，分别训练后再对测试数据进行预测，

率下降了 9.97%，其结果仍然优于表 2 给出的前 3

记录运行频率，试验结果如表 4 所示。表中数据表明，

种方法。

在相对应的宽度乘数和分辨率条件下，本文所提出的

2.3 运行频率

逐像素分类网络计算频率可达 20 fps，单一类别计算

为了测试本文方法的实时性，对本文提出的逐像
表4

频率可达 60 fps。

宽度乘数与输入分辨率对运行频率的影响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width multiplier and input resolution on running frequency (fps)
宽度乘数 Width multiplier

分辨率
Resolution

1

0.75

0.5

0.25

0.1

256

15.29

16.27

17.57

18.44

19.25

224

16.52

17.68

18.33

18.61

19.79

192

17.76

18.28

19.35

20.13

20.66

160

18.70

19.33

20.61

20.94

21.00

128

19.33

20.20

20.90

21.35

21.38

3

讨论
传统方法处理进行图像分割需要经过图像预处

理、特征提取、特征分类等步骤。其中每一个环节

通过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数据集中最大植被覆盖率为 29.15%、最小覆盖率为
0.41%、平均覆盖率为 6.08%，表明此方法网络输入图

像的植被覆盖率至少在 0.41%到 29.15%有效。

对最终精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已有的深度卷积神经

通过对杂草、作物和土壤识别准确率的对比，得

网络方法需要额外传感器以提高识别精度，而且网

出覆盖率高的分类类别识别准确率较高，反之亦然。

络模型参数规模较大不利于实时在线进行图像逐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中杂草的覆盖率较低，所以相对

素分类。

其他类别识别精度较低，这也符合实际应用中分类类

本研究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实现以编码器- 解

别不平衡的具体情况，其识别精度可以满足应用需求。

码器为基础的逐像素分类网络模型。该模型直接接受

深度可分离卷积与编码器 - 解码器结构相结合

原始的摄像机采样图像，无需对其做任何预处理和数

的方法不仅有效提高了逐像素分类精度，而且可以

据转换，避免了因此带来的信息损失。利用 RGB 图

通过宽度乘数以及输入分辨率权衡网络参数规模、

像输入，无需多光谱相机和 NIR 相机进行辅助预测，

识别精度以及运行时间的关系。试验结果表明，在

有效地降低了设备制造成本。编码器部分进行大量特

NVIDIA GTX1080ti GPU 加速条件下，对土壤、杂

征自学习，不依赖任何人工设计的特征。解码器部分

草、作物同时识别的运行速度可以达到 20 fps 以上，

通过反卷积操作实现对特征图的上采样，同时结合编

单一类别识别速度可以达到 60 fps 以上。

码器部分局部特征输出，获得对杂草与作物在空间位
置上的准确预测。此网络实现了对作物、杂草和土壤
的逐像素分类，平均准确率达到 94.99%。

4

结论
为了提高土壤、杂草、农作物识别的准确率和实

应用本研究提出的网络结构和单通道标注输入训

时性，探索具有实用价值的作物和杂草识别方法，本

练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小覆盖率样本识别准确度差的

研究提出了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神经网络对农业图像

问题，为解决样本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此方法

进行逐像素分类。该方法对土壤、杂草、作物的平均

将多分类问题分解成多个二分类问题，这对本文研究

识别精度达到 94.99%，3 个通道同时识别的速度可以

成果实际应用与部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此方

达到 20 fps 以上，单一通道识别速度可以达到 60 fps

法不仅能提高识别精度，而且能进一步减小网络参数

以上，为智能化除草设备和智能化作物监测设备提供

规模，提高运行效率。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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