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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无人机航拍获取目标场景影像信息的方式，具有可低空作业、覆盖面积广、机动性强、效
率高、不受地势环境阻碍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军民用领域，军事领域包括威胁目标空中监视、目标搜

索、目标打击，民用领域包括交通监测、灾难营救、管线巡检、区域勘测、边境巡逻等方面。 无人机航空

影像目标检测过程中，针对待识别目标具有多个角度、成像像素尺寸小、机体震动干扰强等困难，提出

一种基于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的目标检测模型。 该模型通过进行选择性搜索，提取航空影像感兴趣

区域，计算感兴趣区域的径向梯度特征，得到旋转不变特征向量，利用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滤掉原始

数据中的噪声，并提取特征向量的深层特征。 在国际无人机低空航空影像标准数据集 ＵＡＶ１２３ 以及

德国宇航院的慕尼黑无人机航空影像集 ＤＬＲ ３Ｋ 上开展了识别实验，结果表明，针对航空影像目标包

括地面车辆、行人、海面船只等，所提方法能够达到 ９０％以上的识别精度，在精准率、召回率、Ｆ１ 调和

值等指标上领先于现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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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航拍不仅可以从一般人类的视角观察场

景，更可以利用无人机飞行的优势，从空中或者其他

人类难以到达的特殊视角观察场景和目标。 使用无

人机航空影像对目标场景进行观察，具有多视角、多
方位、覆盖范围大、机动性强、效率高等特点，能够快

速、高效地完成对目标场景的视频识别与观测任务，
广泛应用于军民用领域，军事领域包括威胁目标空

中监视、目标搜索、目标打击，民用领域包括交通监

测、灾难营救、管线巡检、区域勘测、边境巡逻等

方面。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迅猛发展，针对传统图像

的目标检测，国内外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性能

优良的深度学习模型。 Ｙｏｌｏ 算法［１］ 采用一个单独

的 ＣＮＮ 模型实现 ｅｎｄ⁃ｔｏ⁃ｅｎｄ 的目标检测，首先将输

入图片尺寸归一化，然后将数据送入 ＣＮＮ 网络，最
后处理网络预测结果得到检测的目标。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２］通过区域候选网络提取待检测区域，通过

卷积神经网络对待检测区域进行识别与分类。 南京

大学周志华等［３］提出深度随机森林模型，使用多粒

度扫描获取图像特征向量，多层随机森林层层迭代

的结构实现目标识别与分类。
相比于传统图像的目标检测，无人机航空影像

的目标检测方法更具有挑战性，首先，传统图像中的

目标受重力作用具有统一的方向，而无人机航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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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的同一类目标往往会具有多个不同的旋转方

向，如果不对旋转目标进行处理直接进行特征提取，
将会使同一类目标具有不同特征，增加了目标检测

的难度；其次，无人机航空影像由无人机在几十米至

数百米的高空拍摄，使得成像中的目标尺寸远远小

于传统识别任务中的目标尺寸，小尺寸目标对检测

模型精准性的要求会更高；此外，航拍影像中的目标

易发生尺度变化、光照变化和遮挡干扰以及相机抖

动等影响，这些特点增加了目标检测的难度。
针对上述无人机航空影像的特点，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的无人机航空影像

目标检测方法，在训练过程中首先通过选择性搜索

的方法获得原始图像中的感兴趣区域，根据径向梯

度具有旋转不变性的特点，对感兴趣区域提取其径

向梯度特征为特征向量，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计算深

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参数，从输入深度去噪编码

器的特征向量中提取精简后具有强表征能力的向

量，得到旋转不变特征向量进行目标识别检测。 实

验证明本方法能够有效完成无人机航空影像具有多

旋转角度和噪声影像的目标检测问题。

１　 本文方法

１．１　 旋转不变特征

针对无人机航空影像中具有多旋转角度的目

标，为了进行有效、高精度的识别检测，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的目标检测方法，
首先对于无人机航空图像采用选择性搜索［４］ 的方

法提取感兴趣区域，对采集到的感兴趣区域提取径

向梯度特征，由于无人机航空图像径向梯度特征具

有旋转不变性，将径向梯度特征输入深度去噪自动

编码器模型进行训练，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计算模型

参数，将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生成的编码

（ｃｏｄｅ）送入 ｓｏｆｔｍａｘ 分类器对目标所属分类进行检

测识别。
在无人机航拍过程中，飞机采用多角度、多方向

的拍摄方式，使得被拍摄的地面目标具有多个旋转

角度。 常用的图像特征如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
特征和卷积特征。 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通过计算和

统计图像局部区域的梯度方向直方图来构成特征，
首先将图像分成小的连通区域，称为细胞单元，采集

细胞单元中各像素点的梯度直方图。 把这些直方图

组合起来就可以构成特征描述器，但由于 ＨＯＧ 特征

没有选取主方向，因此不具有旋转不变性。 卷积特

征由卷积神经网络使用卷积核对原图像进行卷积操

作得到，通过多层卷积神经网络可以提取具有较强

表征能力的卷积特征，但通用卷积特征没有对旋转

目标进行处理，因此不能很好检测多旋转角度的目

标。 径向梯度特征通过计算目标图像径向与切向的

梯度值，具有很好的旋转不变性，因此引入径向梯度

特征作为旋转不变特征。

图 １　 径向梯度特征旋转不变性示意图

如图所示， ｒ向量与 ｔ 向量是一对基于切点 ｐ 的

正交向量，ｃ 点为感兴趣区域图像的中心，向量 ｒ 的

方向由 ｃ点指向 ｐ 点，向量 ｔ 为 ｐ 点的切向向量，ｐ 点

的径向局部坐标系为 ｐｒｔ，则对应 ｐ 点的梯度向量为

ｇ表示为（ｇＴｒ，ｇＴ ｔ）。 当目标向左旋转 θ 角度后，ｐ点
旋转到对应的 ｐ′ 点，Ｒθ 表示旋转矩阵，在旋转后的

径向局部坐标系 ｐ′ｒ′ｔ′ 下有

Ｒθｐ ＝ ｐ′， Ｒθｒ ＝ ｒ′， Ｒθ ｔ ＝ ｔ′， Ｒθｇ ＝ ｇ′ （１）
　 　 旋转后新位置点 ｐ′ 处的梯度向量 ｇ′ 可以在旋

转后的径向局部坐标系 ｐ′ｒ′ｔ′ 下表示为 （ｇ′Ｔｒ′，
ｇ′Ｔ ｔ′），则有

（ｇ′Ｔｒ′，ｇ′Ｔ ｔ′） ＝ （（Ｒθｇ） ＴＲθｒ，（Ｒθｇ） ＴＲθ ｔ） ＝

　 （ｇＴＲＴ
θＲθｒ，ｇＴＲＴ

θＲθ ｔ） ＝ （ｇＴｒ，ｇＴ ｔ） （２）
　 　 因此，当目标围绕图像中心旋转一定角度时，图
像上每个点的梯度向量是不变的，特征向量具有旋

转不变性，利用径向梯度向量，得到旋转不变特征描

述符，记为 ｆ ＝ ｛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ｋ｝，将提取到的旋转

不变特征送入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进行学习、
识别。
１．２　 深度去噪编码器模型

１．２．１　 模型结构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是一种无监督的神经网络

·６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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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他可以学习到输入数据的隐含特征，为编码

（ｃｏｄｉｎｇ）阶段，也可以用学习到的新特征重构出原

始输入数据，为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阶段。 由于飞行过

程中机体振动的因素，所拍摄影像会受到特征干扰，
在特征层面可以将受噪声干扰图像的深度特征看作

由未受噪声影响图像的深度特征和高斯白噪声组

成，因此通过使用带有噪声的原始输入数据训练模

型，可以使得模型能够有效识别检测受到噪声扰动

的影像目标。 相比于深度编码器，深度去噪自动编

码器能够高精度识别带有噪声的数据，具有良好的

鲁棒性。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直观上可以用于特征

降维，类似于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但是相比于 ＰＣＡ 其

性能更强，因为神经网络模型可以提取更有效的新

特征，并且能够识别带有噪声干扰的图像数据。 本

文算法流程为，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对输入的

原始径向梯度特征进行降维，将学习到的降维特征

送入有监督学习，能够有效对无人机航空影像进行

目标检测。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分为编码器、
生成器、解码器 ３ 个模块，物理结构由输入层、多个

隐藏层、输出层构成。 输入数据经过多层编码器进

行降维，中间瓶颈层会得到最低维度特征，实际为生

成编码的生成器，生成的编码经过多层解码器进行

解码，在训练过程中通过反向传播算法使得输入层

和输出层尽可能接近。

图 ２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结构示意图

实现过程如下，首先对无人机图像数据提取径

向梯度特征，所得到的径向梯度特征记为 ｆ ＝ ｛ ｆ１，ｆ２，
ｆ３，ｆ４，…，ｆｋ｝。 如图 ２ 所示，本文构建的深度去噪自

动编码器模型共有 ６ 层，第一层为输入层，输入特征

数据；最后一层为输出层，输出特征重构结果；输入

层输出层之间共有 ４ 个隐藏层，其中第三个隐藏层

为瓶颈层，瓶颈层输出最具表征能力的低维特征向

量，称为编码（ｃｏｄｅ），编码作为分类器分类的判据；
由输入层到瓶颈层的过程为编码过程，特征向量的

维度会逐层降低，每层输出的特征表征能力越来越

强；由瓶颈层到输出层的过程为重构过程，重构使得

输入层的输入数据和输出层的输出数据尽可能

接近。
将特征向量 ｆ 输入到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

的输入层，加上相应的特征白噪声作为第一个隐藏

层的输出，其中 Ｎｚ ＝ ｛ｎ１，ｎ２，ｎ３，ｎ４，…，ｎｋ｝，有 ｎｉ ～
Ｎ（μ，σ ２），白噪声服从均值为 μ 方差 σ ２ 的高斯正态

分布，第一个隐藏层输出的特征向量记为 Ｘ（１） ＝
（ｘ１，ｘ２，ｘ３，…，ｘｋ），其中 ｘ ＝ ｆ ＋ Ｎｚ，即 ｘｉ ＝ ｆｉ ＋ ｎｉ。

在编码过程中，所得到新的特征向量送入第二

个隐藏层，得到该层隐藏层特征表示 Ｘ（２） ，计算公

式为

Ｘ（２）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Ｗ１Ｘ（１） ＋ ｂ１） （３）
Ｓｉｇｍｏｉｄ（ｘ） ＝ １ ／ （１ ＋ ｅ －ｔ） （４）

　 　 其中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为编码器常用的激活函

数，Ｗ２ 和 ｂ２ 表示输入层特征向量和生成隐藏层特

征向量 Ｘ（２） 之间的权重矩阵与偏置矩阵，将第二个

隐藏层生成的特征向量 Ｘ（２） 输入第三个隐藏层，获
取该层特征向量表示

Ｘ（３）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Ｗ２Ｘ（３） ＋ ｂ２） （５）
　 　 Ｘ（３） 是编码器整个编码过程所获得的编码

（ｃｏｄｅ），在识别过程中会将所得编码使用监督学习

方法的分类器模型进行类别检测。
解码过程与编码过程相似，通过多层解码器使

用激活函数对所得编码 Ｘ（３） 特征向量进行重构，得
到解码器的输出，编码Ｘ（３） 经过第一层解码器，得到

解码器第一层的重构向量 Ｙ（１）

Ｙ（１）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Ｗ３Ｘ（３） ＋ ｂ３） （６）
　 　 将 Ｙ（１） 输入第二层解码器，得到输出的重构向

量 Ｙ（２）：
Ｙ（２）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Ｗ４Ｙ（１） ＋ ｂ４） （７）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通过反向传播算法调

整参数，使得模型的输入数据 ｆ 与输出 Ｙ（２） 尽可能

一致。
１．２．２　 训练过程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可视作由多个自动编码器

通过集成学习方式堆叠起来，共有 １ 个输入层，４ 个

隐藏层（第一个隐藏层为随机高斯白噪声叠加层），
１ 个输出层（可见层）。 在训练过程中，因为随机高

斯白噪声模型已经固定，将输入层和第一层隐藏层

·７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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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一个可见层，首先训练第一个自动编码器，即输

入层和噪声层组成的可见层，第二层为隐藏层，使用

反向传播算法计算每层参数，得到 Ｗ２ 和 ｂ２，然后以

第二层隐藏层的输出作为下一个自动编码器的输

入，训练第二个自动编码器，依次训练直到最后一个

自动编码器，完成训练后，由于深度编码器将第三层

隐藏层输出的编码作为分类特征，送入 ｓｏｆｔｍａｘ 分类

器进行类别判断。
自动编码器通过训练使得输入 Ｘ与输出Ｙ尽可

能相近，所有重构误差可以由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

之间的交叉熵表示

Ｌ（Ｘ，Ｙ） ＝ － ∑
ｍ

ｉ ＝ １
［ｘｉ ｌｎ（ｙｉ） ＋ （１ － ｘｉ）ｌｎ（１ － ｙｉ）］

（８）
　 　 由于自动编码器模型参数为随机初始化确定，
得到重构误差后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迭代结算参数集

θ ＝ ｛Ｗ，ｂ｝，过程如下

Ｗ ← Ｗ － ｒ ∂Ｌ（Ｘ，Ｙ）
∂Ｗ

（９）

ｂ ← ｂ － ｒ ∂Ｌ（Ｘ，Ｙ）
∂ｂ

（１０）

　 　 其中， ｒ 为模型的学习率，取值范围为 ０ 到 １ 之

间。 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迭代解算模型参数，训练过

程中先对参数 θ ＝ ｛Ｗ，ｂ｝ 进行随机初始化，然后将

输入数据输入自动编码器，编码器输出重构数据，计
算重构误差以及重构误差对参数 θ ＝ ｛Ｗ，ｂ｝ 的偏

导，根据（９） 至（１０） 式，迭代计算，当重构误差很小

的时候，参数｛Ｗ，ｂ｝ 收敛为定值，该值即为所求系

统参数。

２　 实验验证

２．１　 实验环境与数据集

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在无人机航

空影像数据集：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和慕尼黑航空影像

数据集上，对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型的目标检测

性能进行了评估。 模型运行环境为 Ｉｎｔｅｒ（Ｒ） Ｃｏｒｅ
（ＴＭ） ｉ９⁃９９００Ｋ ＣＰＵ， ２０８０Ｔｉ ＧＰＵ， 内存为 ６４ ＧＢ
的台式机工作站，操作系统为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８．０４。

ＵＡＶ１２３ 数 据 集［５］ 是 国 外 学 者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在

ＥＣＣＶ 会议上发布的无人机航空影像数据集，该数

据集由 １２３ 个无人机摄像头所记录的影像组成，数
据覆盖了多种场景，如公路、海滩、港口、田野、建筑

物等，目标有行人、船只、汽车，飞行器和建筑物，图
像尺寸为 １ ２８０×７２０，实验中的主要研究目标为车

辆、船、人等。
慕尼黑航空影像数据集［６］ 由德国宇航院 ＤＬＲ

提供的一个公开航空图像数据集，研究目标为具有

不同旋转方向的地面车辆。 包含 ２０ 幅图像，覆盖慕

尼黑市，大小为 ５ ６１６ 像素×３ ７４４ 像素。 慕尼黑数

据集是由 ＤＬＲ ３Ｋ 高清航空摄影相机在 １ ０００ ｍ 高

空采集的，地面采样距离约为 ０．１３ ｍ，训练数据目标

为地面车辆，标注的车辆总数为 ３ ４１８，测试集中有

５ ７９９ 辆，图像中每辆车占尺寸约为 ４０ 像素 × ２０
像素。
２．２　 目标检测性能评价指标

对于目标检测问题，性能可能包括 ４ 种预测结

果：ＴＰ （ ｔｒ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将正样本预测为正样本；ＦＰ

（ｆａ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将负样本预测为正样本；ＴＮ（ｔｒｕｅ 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将正样本预测为负样本；ＦＰ（ ｆａｌ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将
负样本预测为正样本。

本文采用了几种常用的性能评价指标，精确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召回率（ ｒｅｃａｌｌ），Ｆ１ 调和值（Ｆ１ ｓｃｏｒｅ），
用来定量评价所提无人机航空影像目标检测方法。

１） 精确率，表示正确识别出的障碍物占总识别

障碍物总数的百分比

Ｐ ＝
ＴＰ

ＴＰ ＋ ＦＰ
（１１）

　 　 ２） 召回率，表示正确识别出的障碍物占测试集

中所有障碍物的百分比，召回率高表示漏检的障碍

物越少，计算公式为

Ｒ ＝
ＴＰ

ＴＰ ＋ ＦＮ
（１２）

　 　 ３） Ｆ１ 调和值，精确率和准确率的调和值，综合

了精确率和召回率的结果，当 Ｆ１ 较高时则能说明实

验方法比较有效

Ｆ１ ＝ １

２ １
Ｐ

＋ １
Ｒ

æ

è
ç

ö

ø
÷

（１３）

２．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选择性搜索方式获取无人机航空图像

的感兴趣区域，对每个感兴趣区域提取径向梯度特

征，对每个感兴趣区域提取 ６００ 维度径向梯度特征，
输入至深度去噪编码器模型，模型网络结构的第一

层输出 ６００ 维特征向量，编码过程中，第二层主动加

入噪层输出为 ６００ 维带有高斯白噪声的特征向量，

·８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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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μ ＝ ０，σ ２ ＝ ０．０１，第三层输出 １００ 维特征向量，
瓶颈层输出 ２０ 维编码，解码过程中模型第五层输出

１００维重构向量，第六层输出层得到 ６００维度特征向

量。 将数据集 ７５％ 的图像数据作为训练集，２５％ 的

图像作为测试集，对模型进行测试，其中每一层隐藏

层参数在训练过程中学习率 ｒ 为 ０．００２，当输入数据

与输出数据的重构误差绝对值小于 ０．８ 时，训练完

成得到该层参数集 θ ＝ ｛Ｗ，ｂ｝。
本研究利用训练后的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模

型，对慕尼黑航空数据集进行目标检测，并和 ２ 种基

本的航空影像目标检测方法进行了比较：
１） 深度随机森林［３］ 由多粒度扫描和级联森林

两部分组成，多粒度扫描对原始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将提取到的特征向量作为输入送入级联森林，级联

森林每一层的输出与原始特征向量聚合后，作为输

入送入下一层，最后一层对类向量取均值，选最大值

为最终预测结果。 实验中参数设置，深度随机森林

共 ４ 层，每层由 ２ 个随机森林组成，每个随机森林包

含 １００ 个随机树。
２） 聚合信道特征检测器［７］ 以滑动窗口检测为

基础，在特征金字塔的每个尺度下进行滑动窗口检

测，对每个检测窗口，根据检测窗口在航拍影像数据

中的相对位置，提取出多通道特征图在对应位置的

特征值，作为聚合后的特征向量；对每个检测窗口的

特征向量，采用以二叉决策树作为弱分类器的增强

决策树，判定该检测窗口是否为待检测目标，若判定

检测窗口为待检测目标，则同时输出检测置信度；使
用非极大值抑制算法合并相似检测窗口，得到目标

的最佳外接矩形。 实验中参数设置，聚合信道数量

为 ３ 通道，学习率为 ０．０１。
３） 精准车辆检测网络［８］ 由 ２ 个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组成。 一个网络用来预测地面目标包围盒的精

确位置，该网络卷积层数量为 ６ 层，另一个网络通过

学习目标图像属性特征，推断每个目标的分类和方

向，卷积层数量为 ９ 层，将 ２ 个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

进行融合，得到车辆的位置和属性。 实验中参数设

置，迭代次数为 ５００，学习率为 ０．０１。
表 １　 不同方法在慕尼黑航空数据集上的对比

方法 精确率 ／ ％ 召回率 ／ ％ Ｆ１ 值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 ９３．４６ ９１．０４ ０．９２
深度随机森林 ８６．６１ ８１．４４ ０．８４

聚合信道特征检测器 ６２．６５ ４３．８４ ０．５２
精准车辆检测网络 ９１．９８ ７４．７３ ０．８２

为了进一步测试算法性能，在 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

上对比了本文与其他 ２ 种常用目标检测方法的性

能，如下：
１） 基于特征的低空目标快速检测方法［９］。 在

预处理阶段对图像特征点和相关特征描述符进行滤

波，然后对滤波后的特征点和特征描述符进行匹配，
得到目标检测结果。 实验中参数设置，迭代次数为

１ ０００，学习率为 ０．０１。
２） 基于改进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的航拍影像检测方

法［１０］。 在目标检测阶段，采用一个超区域建议网络

结合层特征映射提取类车辆目标，用强分类器代替

区域建议网络后的弱分类器来验证候选区域，通过

负样本挖掘减少错误检测率，提高目标检测效果。
实验中参数设置，迭代次数为 ５００，锚框的比例为

１ ∶ １，１ ∶ ２ 和 ２ ∶ １。
表 ２　 不同方法在 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上的对比

方法 精确率 ／ ％ 召回率 ／ ％ Ｆ１ 值

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 ９１．２５ ８５．６８ ０．８８

深度随机森林 ８０．５４ ７６．２３ ０．７８

低空目标快速检测方法 ７７．９３ ６４．１９ ０．７０

改进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 ８９．３０ ７８．３０ ０．８３

由表 １ 和表 ２ 可知，相比其他几种方法，本文方

法取得了最好的检测效果。 在德国宇航院的慕尼黑

航空数据集上，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的精确率达到

９３．４６％，召回率 ９１． ０４％， Ｆ１ 值 ０． ９２ 的效果；在

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上本文方法精确率为 ９１．２５％，召回

率 ８５．６８％，Ｆ１ 值 ０．８８。 说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检

测带有噪声干扰的无人机图像数据，具有良好的鲁

棒性，在无人机航空图像多旋转方向目标检测任务

上达到良好的效果。
为了研究所提方法不同参数对检测性能的影

响，在慕尼黑航空数据集上开展了对比实验。 本文

方法设置实验参数学习率 ｒ 为 ０．００２，重构误差为

０．８，实验所得精确率为 ９３．４６％，召回率为 ９１．０４％，
Ｆ１ 值 ０．９２。 对比实验内容控制其他参数不变，改变

单一项参数，此外将本文方法与不带有去噪模块的

深度自动编码器模型进行了比较，观察实验结果，如
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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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参数设置对检测效果的影响

方法 精确率 ／ ％ 召回率 ／ ％ Ｆ１ 值

学习率为 ０．００１ ９３．５５ ９０．７２ ０．９２

学习率为 ０．０２ ８７．７５ ８３．３９ ０．８５

重构误差为 １．６ ８９．８１ ８５．１０ ０．８７

重构误差为 ３．２ ８６．５４ ８１．５３ ０．８４

深度自动编码器 ９１．９３ ８４．３７ ０．８８

由表 ３ 可知，当调整学习率过大时，模型的精确

率，召回率和 Ｆ１ 值会有所下降，当调整学习率较小

时候，可以有限地提高模型性能，但会使得模型收敛

速度太慢，降低效率。 综合以上原因，本文方法采用

的学习率值为 ０．００２。 当增加重构误差值时，会使检

测精度下降，本文所用方法性能指标高于深度自动

编码器模型，说明通过去除噪声干扰可以有效提高

目标检测能力，增加了模型鲁棒性。
图 ３ 和图 ４ 为本文方法分别在 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

和 ＤＬＲ 慕尼黑航空影像数据集上运行效果，红色框

为准确的识别结果，蓝色框为模型未识别出的目标，
黄色框为将其他地面物体错误识别为待检测目标。
在图 ４ 中，地面目标具有多个方向，本文方法能够有

效检测不同旋转角度的目标，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该

图 ３　 ＵＡＶ１２３ 数据集目标检测效果

图 ４　 慕尼黑无人机影像数据集上目标检测效果

方法提取到了目标的旋转不变特征，能够较好地处

理带有多旋转角度待检测目标。

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用于带有

多旋转角度和噪声的无人机航空影像目标检测任

务。 该方法通过提取感兴趣区域的径向梯度特征，
得到目标检测旋转不变特征向量，在训练过程中使

用深度去噪自动编码器主动添加高斯噪声，使模型

能够对带有噪声的数据进行识别检测，在 ＵＡＶ１２３
和慕尼黑无人机影像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对比了

多种常用的目标检测算法，本文方法取得最好的效

果，具有良好的旋转不变性和鲁棒性，能够有效应用

在无人机影像目标检测任务中。 本文方法亦存在一

定局限性，比如没有考虑如雨雾天气、夜晚等低光照

条件下的目标检测应用，在后续工作中将对该类问

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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