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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道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目标检测算法

张艳， 李星汕， 孙叶美， 刘树东

（天津城建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摘　 要：水下光学图像存在色偏、低对比度、目标模糊的现象，导致水下目标检测时存在漏检、误检等

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通道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目标检测算法。 基于通道注意

力设计了激励残差模块，将前向传播的特征信息进行自适应分配权重，以突出不同通道特征图的显著

性，提高了网络对水下图像高频信息的提取能力；设计了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增加了大尺度特征图

用于目标检测，利用其对应的小尺度感受野提高了网络对小尺寸目标的检测性能，进一步提高了网络

对水下不同尺寸目标的检测精度；为提高网络对水下环境的泛化性能，设计了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

增强方法，模拟水下目标的重叠、遮挡和模糊情况，增强了网络对水下环境的适应性。 通过在公共数

据集 ＵＲＰＣ 上的实验，与 ＹＯＬＯｖ３、ＹＯＬＯｖ４ 和 ＹＯＬＯｖ５ 相比，所提算法的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升

５．４２％，３．２０％和 ０．９％，有效改善了水下复杂环境中不同尺寸目标漏检、误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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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目标检测在海军沿海防御任务以及渔业、
水产养殖等海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水

下环境复杂，水下光学图像存在严重的退化问题，影
响了算法的检测精度与可靠性。 所以如何有效地优

化水下目标检测算法，使其满足水下环境的实际应

用场景，提高对水下目标的检测精度，需要进一步

研究。
基于传统图像处理的目标检测算法时间复杂度

高、检测精度较低，难以满足检测需求。 随着卷积神

经网络的不断迭代，国内外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基

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其具有时间复杂度低、
检测精度高和泛化性强的特点。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

标检测算法主要分为 ２ 类：①基于回归思想的单阶

检测算法；②基于生成候选区域的双阶检测算法。
双阶检测算法首先从输入图像中提取候选区域，然
后利用这些候选区域实现目标分类与位置修正，如
Ｒ⁃ＣＮＮ［１］、 Ｆａｓｔ Ｒ⁃ＣＮＮ［２］、 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３］、 Ｍａｓｋ
Ｒ⁃ＣＮＮ［４］等。 单阶检测算法直接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从输入图像中进行目标分类和位置修正，如 ＹＯＬＯ

（ｙｏｕ ｏｎｌｙ ｌｏｏｋ ｏｎｃｅ） ［５⁃７］系列算法和 ＳＳＤ（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ｏｔ
ｍｕｌｔｉｂｏｘ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８］算法等。 与双阶检测算法相比，
单阶检测算法由于在进行目标分类和位置修正前无

需生成候选区域，极大降低了模型的计算成本，具有

较高的实时性，更能满足水下目标快速检测的需求，
所以许多研究人员针对基于单阶检测的水下目标检

测算法展开研究。 赵德安等［９］基于 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结

合图像预处理提高了河蟹的检测精度；高英杰［１０］ 基

于 ＳＳＤ 算法利用深度分离可变形卷积模块进一步

提高了水下目标的检测精度； 刘 萍 等［１１］ 基 于

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利用 Ｇ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模型实现了海洋生物的识别。 但该类算法没

有充分利用水下目标的特征，而且当不同尺寸目标

存在遮挡、重叠问题时检测精度不佳，仍存在漏检和

误检的问题。
一般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在提取特征

时采用相同的权重学习特征图，导致模型不能反映

图像不同通道特征的重要性。 文献［１２］提出的注

意力机制为各通道特征赋予不同的权重，有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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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强显著性特征，使获取的特征图具有更多的有

效信息。 Ｗｏｏ 等［１３］ 提出 的 ＣＢＡＭ （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算法，利用空间信息与通道

信息学习得到 ２ 个独立维度的注意力特征图，将其

与输入特征图相乘自适应地进行特征细化，提高了

模型的鲁棒性。 Ｈｕ 等［１４］ 提出的 ＳＥ⁃Ｎｅｔ （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算法，通过显式建模通道维

度的相关性，提高了模型的检测精度。 在复杂背景

下的水下图像目标检测任务中，特征提取模块需要

对检测目标边缘特征有选择性地突出，以进一步提

高模型的检测精度，所以本文在特征提取模块中引

入了通道注意力机制。
针对上述水下目标检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通道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目标检

测算法，该算法通过 ３ 个方面提高水下目标的检测

精度：①设计了基于通道注意力的激励残差模块，在
提取特征时通过显式建模卷积特征通道之间的相互

依赖性，调节各通道的权重，使特征提取模块有选择

地增强特征信息，提高了网络对特征的可分辨性，有

助于网络的回归预测与分类训练，提高网络对水下

图像高频信息的提取能力；②设计多尺度特征融合

模块，实现浅层特征与深层特征的深度融合，提高特

征图的利用率，融合后的特征具有丰富的细节信息

与语义信息，提高网络对水下不同尺寸目标的检测

精度；③设计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对同

一批次内的不同训练图像进行拼接和融合，模拟水

下目标的重叠、遮挡和模糊情况，提高模型对水下环

境的泛化性能。

１　 水下目标检测算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通道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

目标检测算法包括特征提取模块（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和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整体网络结构如图 １ 所示。 首先通

过特征提取模块获得特征图，然后利用多尺度特征

融合模块获得多个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最后对特征

图进行解码得到最终的检测结果。

图 １　 基于通道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目标检测算法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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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特征提取模块

为进一步提高水下目标的特征利用率，本文对

ＹＯＬＯｖ３ 检测算法中的特征提取模块 ＤａｒｋＮｅｔ⁃５３ 进

行改进，设计基于通道注意力的激励残差模块，替代

特征提取模块 ＤａｒｋＮｅｔ⁃５３ 中的部分残差块，提出基

于通道注意力的特征提取模块 ＳＥ⁃ＤａｒｋＮｅｔ⁃５３，如图

１ 中虚线框所示。 ＳＥ⁃ＤａｒｋＮｅｔ⁃５３ 模块由卷积层、残
差块和激励残差模块组成，使用激励残差模块作为

第一层，并分别在 ４ 个残差块后添加激励残差模块。
通过激励残差模块对通道间的相关性进行建模，增
强卷积层的特征提取能力，增强后的特征被后续卷

积层有效利用，进一步增加网络对特征信息的敏感

性，提高特征利用率。 对于输入的水下图像，ＳＥ⁃
ＤａｒｋＮｅｔ⁃５３ 特征提取的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通过卷积层对输入的水下图像 ｘ 进行特征

提取，获得特征图 ｆｄ ，如（１）式所示

ｆｄ ＝ Ｃｏｎｖ（Ｃｏｎｖ（ｘ）） （１）
式中，Ｃｏｎｖ 表示卷积操作。

然后将获得的特征图 ｆｄ 输入基于通道注意力

的激励残差模块（如图 ２ 所示），对获得的特征图的

各通道分配权重，突出不同通道特征图的显著性，增
强相关特征信息并抑制无关信息，提高网络对特征

的可分辨性。

图 ２　 基于通道注意力的激励残差模块

在基于通道注意力的激励残差模块中，输入的

特征图 ｆｄ 通过卷积层进行特征提取后获得特征图

ｆ ，如（２）式所示。
ｆ ＝ Ｃｏｎｖ（Ｃｏｎｖ（Ｃｏｎｖ（ ｆｄ））） （２）

特征图 ｆ 将再经过 ４ 个步骤完成特征通道的权重

分配［１４］：
１） 特征图 ｆ 通过 Ｆｓｑ（·） 从空间维度压缩特征

信息，将各通道的特征信息转化为一个实数。 通过

（３） 式所示的特征压缩过程可以得到统计量 ｚ ∈
ＲＣ，ｚ 的第 ｃ 个元素计算方式如（３） 式所示。

ｚｃ ＝ Ｆｓｑ（ ｆｃ） ＝ １
Ｈ × Ｗ∑

Ｈ

ｉ ＝ １
∑
Ｗ

ｊ ＝ １
ｆｃ（ ｉ，ｊ） （３）

式中： ｆｃ 表示特征图 ｆ的第 ｃ个二维矩阵；下标 ｃ表示

通道；Ｈ、Ｗ 表示该特征图的高度和宽度；ｉ，ｊ 表示在

该特征图横纵坐标分别为 ｉ 和 ｊ 的点。
２） 通过激励操作 Ｆｅｘ（·，Ｗ） 为每个特征通道生

成权重参数 ｓ ，权重生成过程为

ｓ ＝ Ｆｅｘ（ｚ，Ｗ）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Ｗ２·ＲｅＬＵ（Ｗ１·ｚ））
（４）

式中： Ｗ１ ∈ Ｒ
Ｃ
ｒ ×Ｃ，Ｗ２ ∈ ＲＣ× Ｃ

ｒ 为全连接层权重矩

阵，用于融合各通道的特征信息并进行通道的降维

与升维，ｒ 表示缩放参数，用于减少通道数量和模型

的复杂性。
３） 通过特征加权操作 Ｆｓｃａｌｅ（·，·） 将各特征通

道的权重 ｓ 与特征图 ｆ 逐通道相乘，实现特征图各通

道的权重分配，获得特征重标定的特征图，记为 ｆｅ。
特征加权操作过程为

ｆｅ ＝ Ｆｓｃａｌｅ（ ｆ，ｓ） ＝ ｓ·ｆ （５）
　 　 ４） 将特征优化后的特征图 ｆｅ 与输入特征图 ｆｄ
进行残差连接，得到的特征图记为 ｆＥ０，残差连接操

作如（６） 式所示。
ｆＥ０ ＝ Ｆｒｅｓ（ ｆｄ） ＝ ｆｅ ⊕ ｆｄ （６）

式中： Ｆｒｅｓ（·） 表示残差连接函数； ⊕ 表示残差

连接。
激励残差模块输出的特征图 ｆＥ０ 将经过 ４ 组残

差块和激励残差模块的组合，各组合的输出结果为

ｆＥ１，ｆＥ２，ｆＥ３，ｆＥ４，每个阶段的输出分别输入到多尺度

特征融合模块。 残差块结构如图 ３ 所示，用 Ｆｒｅｓｂｌｏｃｋ

表示。 对于每一组残差块和激励残差模块的组合，
输入特征图 ｆＥ（ ｉ） 经过残差块后得到特征图 ｆｒ（ ｉ ＋１），如
（７） 式所示。

ｆｒ（ ｉ ＋１） ＝ Ｆｒｅｓｂｌｏｃｋ（ ｆＥ（ ｉ）） （７）

图 ３　 残差块结构示意图

图 ３ 中 ｆＥ（ ｉ） 为前一组激励残差模块的输出特征

图，首先 ｆＥ（ ｉ） 通过残差块，输出特征图 ｆｒ（ ｉ ＋１），然后特

征图 ｆｒ（ ｉ ＋１） 通过该组合中的激励残差模块进行特征

提取，并沿通道维度进行特征图的权重分配后获得

特征图 ｆＥ（ ｉ ＋１）。 通过组合残差块和激励残差模块，
可以更好地拟合通道间的相关性，使用全局信息来

选择性地增强特征并缓解增加模型深度引起的梯度

消失现象，提高网络对水下图像细节信息的提取能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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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而提高模型的检测精度。
１．２　 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

对于小尺寸目标而言，浅层特征包含它的一些

细节信息。 随着层数加深，网络所提取特征中的细

节信息会有不同程度损失，此时通过深层特征检测

小尺寸目标就变得很困难。 因此，为进一步增强模

型对不同尺寸目标的检测性能，本文提出了多尺度

特征融合模块，该模块设计了 ４ 种不同尺度的特征

图用于检测水下图像中不同尺寸的目标，如图 １ 中

实线框所示。 首先，利用卷积块将特征提取模块获

得的特征图 ｆＥ４ 尺寸变为原图像的
１
３２

，记为 Ｆ１，用于

检测大尺寸目标。 同时，特征图 ｆＥ４ 再通过上采样将

尺寸进行扩大与特征图 ｆＥ３ 进行级联，重新排列组合

后通过卷积层进行特征提取，获得特征图 Ｆ２，Ｆ２ 包

含的特征图尺度宽、高为原图像的
１
１６

，用于检测中尺

寸目标。 同理，通过此种结合方式可以获得特征图

Ｆ３ 和Ｆ４，其特征尺度宽、高分别为原图像的
１
８

和
１
４
，

用于检测小尺寸目标和极小尺寸目标。 特征图 Ｆ１，
Ｆ２，Ｆ３，Ｆ４ 的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Ｆ１ ＝ Ｃｏｎｖ（Ｃｏｎｖ（５ × Ｃｏｎｖ（ ｆＥ４））） （８）
Ｆ２ ＝ Ｃｏｎｖ ６ × Ｃｏｎｖ Ｃａｔ（ ｆＥ３，Ｕｐ（Ｃｏｎｖ（ ｆＥ４）））( )( )

（９）
Ｆ３ ＝ Ｃｏｎｖ ６ × Ｃｏｎｖ Ｃａｔ（ ｆＥ２，Ｕｐ（Ｃｏｎｖ（ ｆｔ１）））( )( )

（１０）
Ｆ４ ＝ Ｃｏｎｖ ６ × Ｃｏｎｖ Ｃａｔ（ ｆＥ１，Ｕｐ（Ｃｏｎｖ（ ｆｔ２）））( )( )

（１１）
式中：Ｃｏｎｖ 表示卷积操作；Ｕｐ 表示双线性插值的上

采样操作；Ｃａｔ 表示级联操作。
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模型获得 ４ 种不同

感受野的特征图，这些特征图融合浅层特征的细节

信息和深层特征的语义信息，能够增强网络对不同

尺寸目标的检测性能，有效解决水下目标漏检、误检

的问题。
１．３　 数据增强

海洋生物在单一图像中存在数量多且分布密集

的现象，如图 ４ 所示。 图中重叠是指相同类别的目

标相互覆盖，遮挡则表示不同类别的目标相互覆盖，
模糊是由于沉淀物与光照引起的。 在分类任务

中［１５］，图像融合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自然图像分类

中融合的关键思想是通过在训练图像之间进行像素

融合，增加训练样本的多样性，进而提升网络的学习

效果。 受自然图像融合的启发，本文设计了数据增

强方法，对训练样本进行像素融合的同时应用了有

效的空间变换，通过缩放和拼接图像的方式，扩展了

训练样本的分布。 该数据增强方法使训练样本具有

更加丰富的目标信息，利于网络学习海洋生物在水

下光学图像中常见的重叠、遮挡和模糊的现象。 如

图 ５ 所示，该方法通过拼接 ４ 张不同的图像生成拼

接训练样本，然后进行图像融合生成融合训练样本。

图 ４　 海洋生物遮挡、重叠和模糊的情况

图 ５　 数据增强示意图

首先，将 ４ 张不同图像进行缩放操作，再将缩放

后的图像依次按左上、左下、右下、右上放入矩形区

域中，以左上和右上的图像为例，选取 ２ 张图像中长

度最大且长度小于矩形最长边的图像，将其固定，再
将另一张图像的长度裁剪为矩形最长边减去固定图

像的长度，宽度同理。 拼接后的图像作为新的训练

样本；然后，将该样本利用贝塔分布生成的融合系数

进行图像融合［１６⁃１７］，生成的融合训练样本与原始训

练样本尺寸相同。 考虑到在训练时若全部使用生成

的融合训练样本，将造成网络无法学习正常水下环

境中的目标，导致检测效果较差，本文使用阈值对融

合训练样本进行控制，生成训练样本时，通过随机函

数生成区间为［０，１）的实数，本文阈值设置为 ０．５，
当生成的实数大于等于 ０．５ 时生成普通训练样本，
反之生成融合训练样本。 融合过程为

　 　 λ ＝ Ｂｅｔａ（α，β） （１２）
　 　 ｘ ＝ λｘｉ ＋ （１ － λ）ｘ ｊ （１３）
　 　 ｙ ＝ λｙｉ ＋ （１ － λ）ｙ ｊ （１４）

式中：ｘｉ，ｘ ｊ 是同一批次内不同的训练样本；ｙｉ，ｙ 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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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对应的标签；λ 是由参数为 α，β 的贝塔分布计

算出来的融合系数；ｘ 是融合训练样本；ｙ 是融合训

练样本所对应的标签。 通过该方法生成的训练样本

具有更加丰富的目标信息，在网络训练时可以一次

性计算 ４ 张图像的数据，减少显存消耗并扩展训练

样本的分布，提高网络对水下环境的泛化能力。
１．４　 损失函数

ＹＯＬＯｖ３ 中使用的损失函数解决了目标分类与

位置修正 ２ 个问题，实现了端到端的检测，同时加快

检测速度，故本文使用该损失函数，如（１５）式所示。

Ｌｌｏｓｓ ＝ λｃｏｏｒｄ∑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Ｉｏｂｊｉｊ ［（ｘｉ － ｘ^ｉ） ２） ＋ （ｙｉ － ｙ^ｉ） ２ ＋

　 λｃｏｏｒｄ∑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Ｉｏｂｊｉｊ ［（ ｗ ｉ － ｗ^ ｉ ） ２ ＋

　 （ ｈｉ － ｈ^ｉ ） ２］ ＋ ∑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Ｉｏｂｊ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λｎｏｏｂｊ∑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Ｉｎｏｏｂｊ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
Ｓ２

ｉ ＝ ０
Ｉｎｏｏｂｊｉ ∑

Ｓ２

［ｐｉ（ｃ） － ｐ^ｉ（ｃ）］ ２ （１５）

式中： Ｓ 表示图像的划分系数；Ｂ 表示每个网格中所

预测的预测框个数；Ｃ 表示总类别数，ｃ ＝ ｛０，１，…，
Ｃ｝；ｐ 表示类别概率；Ｉｏｂｊｉｊ 表示第 ｉ 个网格的第 ｊ 个预

测框是否负责预测该目标，取值为 ０ 或 １；Ｉｎｏｏｂｊｉｊ 表示

第 ｉ 个网格的第 ｊ 个预测框不负责预测该目标；Ｃ^ ｉ 表

示第 ｉ个网格是否负责预测某个类别，取值为０或１；
ｐ^ｉ 表示第 ｉ个网格的真实类别概率；ｘｉ，ｙｉ，ｗ ｉ，ｈｉ 表示

第 ｉ 个网格中预测框的中心点横、纵坐标以及宽、
高；ｘ^ｉ，ｙ^ｉ，ｗ^ ｉ，ｈ^ｉ 表示第 ｉ个网格中真实标签框的中心

点横、纵坐标以及宽、高；λ ｃｏｏｒｄ 表示权重系数；λ ｎｏｏｂｊ

表示惩罚权重系数。

２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集

实验数据集使用 ＵＲＰＣ 官网提供的水下光学图

像数据集，该数据集包括海参、海胆、海星和扇贝的

水下图像以及对应图像的标注。 ＵＲＰＣ 数据集共有

３７ ４６３ 个目标标签，海参类别目标 ５ ２４６ 个、海胆类

别目标 １９ ４５８ 个、海星类别目标 ６ ０９６ 个和扇贝类

别目标 ６ ６６３ 个。

２．２　 实验环境及评价指标

模型训练时采用的硬件平台是 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
（Ｒ）Ｘｅｏｎ（Ｒ） Ｇｏｌｄ ５１１５ ＣＰＵ ＠ ２．４０ ＧＨｚ，内存为

３２ ＧＢ，ＧＰＵ 为 ＮＶＩＤＩＡ ＴｉＴＡＮ Ｖ １２ ＧＢ。 软件平台

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 操作系统，深度学习框架为 Ｐｙｔｏｒｃｈ。
模型训练时，目标类别数为 ４，输入图像尺寸为 ４１６×
４１６，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为 ８，Ｅｐｏｃｈｓ 为 ５０，初始学习率为

１０－３，权重的衰减速率为 ５×１０－４，动量设置为 ０．９，学
习率调整策略为固定步长衰减，迭代次数到达 ４×
１０５ 与 ４．５×１０５ 时，在前一个学习率的基础上衰减

１０ 倍。 本文使用召回率、平均精度、平均精度均值

以及单张图像推理时间来评估模型的有效性与实

时性。
２．３　 数据增强融合系数实验

为验证数据增强方法的有效性，测试不同 Ｂｅｔａ
分布的融合系数在 ＵＲＰＣ 数据集的性能，本文使用

７ 组不同的 Ｂｅｔａ 分布进行实验，使用 ＵＲＰＣ 训练集

与测试集进行训练与测试，实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７ 组 Ｂｅｔａ 分布的实验结果 ％

贝塔分布
平均精

度均值

海参平

均精度

海胆平

均精度

扇贝平

均精度

海星平

均精度

（０．２，０．２） ７５．５０ ６１．４０ ８８．６０ ６８．９０ ８３．１０
（０．３，０．３） ７４．２８ ５８．３０ ８８．４０ ６７．７０ ８２．７０
（０．４，０．４） ７７．３３ ６５．６０ ８８．７０ ７０．９０ ８４．１０
（０．５，０．５） ７７．１３ ６５．１０ ８８．８０ ７０．３０ ８４．３０
（０．６，０．６） ７７．６０ ６５．５０ ８８．８０ ７２．１０ ８４．００
（０．７，０．７） ７６．０３ ６１．８０ ８８．７０ ６９．１０ ８４．５０
（１．５，１．５） ７６．６５ ６３．７０ ８８．３０ ７０．７０ ８３．９０

根据表 １ 结果可知，Ｂｅｔａ（０．３，０．３）效果最差；
Ｂｅｔａ（０．６，０．６）的检测精度高于其他 ６ 组 Ｂｅｔａ 分布，
相比 Ｂｅｔａ（０．２，０．２）、Ｂｅｔａ（０．４，０．４）、Ｂｅｔａ（０．５，０．５）
和 Ｂｅｔａ（０．７，０．７）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高 ２．１０％，
０．２７％，０．４７％和 １．５７％；Ｂｅｔａ（１．５，１．５）所有类别平

均精度均略低于 Ｂｅｔａ（０．６，０．６），相较于 Ｂｅｔａ（０．６，
０．６）平均精度均值下降 ０．９５％。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５］ 指出，
增加 α，β 的强度可以在训练样本的基础上生成更

多的融合训练样本，但这也使网络学习变得更加困

难。 随着 α，β 的增大，真实数据上的训练误差增

大，泛化差距减小，这隐式地影响了网络的学习效

果。 而且通过选择性实验可以看出，当 α，β ＝ ０． ６
时，融合训练样本在网络训练时的训练误差与泛化

差距保持相对平衡，所以本文后续实验中数据增强

方法融合系数设置为 Ｂｅｔａ（０．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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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实验结果分析

为研究本文所提模型自身的特征提取能力、小
目标检测性能和水下环境中的泛化性能，首先针对

不同模型进行消融实验，然后和主流目标检测网络

ＹＯＬＯｖ４［１８］与 ＹＯＬＯｖ５［１９］进行对比实验。 实验选取

的基准模型为 ＹＯＬＯｖ３；模型 １ 添加了激励残差模

块；模型 ２ 添加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模型 ３ 添加激

励残差模块和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训练时未采用

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模型 ４ 为本文模

型，训练时采用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
所有消融实验与对比实验基于 ＵＲＰＣ 数据集进行测

试，模型的训练参数均相同。 ５ 种模型的消融实验

结果如 表 ２ 所 示。 本 文 模 型 和 网 络 ＹＯＬＯｖ３、
ＹＯＬＯｖ４、ＹＯＬＯｖ５ 的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检
测结果如图 ６～７ 所示。

表 ２　 ５ 种模型的消融实验结果

模型
平均精度

均值 ／ ％
召回率 ／ ％

海参平均

精度 ／ ％
海胆平均

精度 ／ ％
扇贝平均

精度 ／ ％
海星平均

精度 ／ ％
推理时间 ／ ｍｓ

ＹＯＬＯｖ３ ７２．１８ ７６．４０ ５３．５０ ８６．８０ ６７．４０ ８１．００ ６．１
１ ７４．８５ ７７．６３ ５７．００ ８６．９０ ７３．１０ ８２．４０ ６．４
２ ７３．７８ ７７．７５ ５６．７０ ８６．４０ ６９．７０ ８２．３０ ６．７
３ ７５．５０ ７６．４５ ５８．８０ ８７．１０ ７２．６０ ８３．５０ ７．０
４ ７７．６０ ８１．７８ ６５．５０ ８８．８０ ７２．１０ ８４．００ ６．８

表 ３　 各算法精度对比

模型
平均精度

均值 ／ ％
召回率 ／ ％

海参平均

精度 ／ ％
海胆平均

精度 ／ ％
扇贝平均

精度 ／ ％
海星平均

精度 ／ ％
推理时间 ／ ｍｓ

ＹＯＬＯｖ３ ７２．１８ ７６．４０ ５３．５０ ８６．８０ ６７．４０ ８１．００ ６．１
ＹＯＬＯｖ４ ７４．４０ ６７．３５ ６０．１０ ８７．６０ ６５．８０ ８４．１０ ６．１
ＹＯＬＯｖ５ ７６．７０ ６９．３８ ６５．００ ８５．８０ ７０．２０ ８５．８０ ６．２
本文模型 ７７．６０ ８１．７８ ６５．５０ ８８．８０ ７２．１０ ８４．００ ６．８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模型 １ 相比 ＹＯＬＯｖ３，平均精

度均值提高 ２．６７％，说明本文设计的激励残差模块

突出了不同通道特征图的显著性，提高了特征信息

的相关性。 模型 ２ 相比 ＹＯＬＯｖ３，平均精度均值提

高 １．６０％，海参类别平均精度提高 ３．２％，说明本文

改进的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能够有效融合细节信息

及语义信息，其包含的不同尺度特征图使模型能够

准确地检测不同尺寸的水下目标。 模型 ３ 相比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高 ０．６５％和 １．７２％。
在不增加推理成本的情况下，本文模型（模型 ４）相
比未采用数据增强方法的模型 ３，平均精度均值提

高 ２．１０％，海参类别平均精度提高 ６．７０％，证明了基

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模型对

水下环境的泛化能力。
从表 ３ 可 以 看 出， ＹＯＬＯｖ４、 ＹＯＬＯｖ５ 相 比

ＹＯＬＯｖ３，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高 ２．２２％与４．５２％，验
证了其网络结构的优势性。 本文模型相比 ＹＯＬＯｖ４
与 ＹＯＬＯｖ５，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高３．２％与 ０．９％，

在单类别平均精度中，海参、海胆和扇贝目标的检测

精度均优于 ＹＯＬＯｖ４ 和 ＹＯＬＯｖ５，证明了本文模型

对复杂的水下环境下出现的海洋生物目标具有较高

的检测精度。 本文模型通过激励残差模块，在增强

网络特征提取能力的同时缓解了网络层数较深时的

梯度消失问题。 同时，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与

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利用其大尺度特

征图具有较小感受野的特性与海洋生物频繁出现重

叠与遮挡的现象，使得网络在检测水下小尺寸目标

时减少易出现的误检、漏检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网络

对水下环境中重叠、遮挡的海洋生物目标的泛化

性能。
图 ６ａ）和图 ７ａ）标出的边界框均为真实标签框。

图 ６ａ）中共有 ４０ 个目标且存在重叠、遮挡和模糊的

情况，进一步增加了检测难度。 图 ７ａ）中海胆尺寸

较小，并且由于水下环境的光照条件导致部分海胆

目标较为模糊，增加了检测难度。 图 ６ 和图 ７ 的检

测结果分别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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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目标密集的水下图像检测结果图

图 ７　 目标较小的水下图像检测结果图

表 ４　 目标密集的水下图像检测结果

模型 海参 ／个 海胆 ／个 扇贝 ／个 海星 ／个
真实标签框 ７ １５ １７ １
ＹＯＬＯｖ３ ７ １３ １１ １
ＹＯＬＯｖ４ ７ １７ １７ １
ＹＯＬＯｖ５ ７ １４ １４ １
本文模型 ６ １６ １６ １

表 ５　 目标较小的水下图像检测结果

模型 海参 ／个 海胆 ／个 扇贝 ／个 海星 ／个
真实标签框 ０ ９ ０ ０
ＹＯＬＯｖ３ ０ ４ ０ １
ＹＯＬＯｖ４ ０ ８ ０ １
ＹＯＬＯｖ５ ０ ７ ０ ０
本文模型 ０ ８ ０ ０

　 　 从图 ６ 和表 ４ 可以看出，在检测数量较多且存

在重叠和遮挡的目标时，本文模型在水下复杂环境

中获得了较准确的检测结果。 对于海参目标，
ＹＯＬＯｖ３、ＹＯＬＯｖ４ 与 ＹＯＬＯｖ５ 均检测到 ７ 个，而 ３ 种

模型均出现误检的问题。 相比之下，本文模型共检

测到 ６ 个海参目标，仅漏检 １ 个目标，无误检目标。
对于重叠的海胆目标，ＹＯＬＯｖ４ 共检测到 １７ 个，但

存在误检多个海胆目标的情况，而本文模型仅误检

１ 个，优于其他 ３ 种模型。 对于扇贝目标，ＹＯＬＯｖ４
共检测到 １７ 个扇贝目标，但将检测结果和真实标签

框对照，发现仍存在误检扇贝的情况，且 ４ 种模型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检问题。 而本文模型仅漏检 １ 个

扇贝目标，证明了本文模型对重叠和遮挡目标检测

的有效性。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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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７ 和表 ５ 可以看出，在检测较为模糊的目

标时，ＹＯＬＯｖ３ 与 ＹＯＬＯｖ４ 均存在漏检海胆和误检

海星的问题，ＹＯＬＯｖ５ 漏检 ２ 个海胆目标，而本文模

型仅漏检 １ 个海胆目标，共检测到 ８ 个海胆目标，未
出现误检目标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文方法通过校

对特征通道间的相关性，提高了网络生成特征的质

量；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模块与基于拼接和融合的

数据增强方法，提高了网络对水下复杂环境下不同

尺寸目标的检测精度。

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面向于水下复杂环境的基于通道

注意力与特征融合的水下目标检测算法，设计基于

通道注意力的激励残差模块，改善通道之间的相关

性，增强模型的表征能力；利用多尺度特征融合模

块，有效地解决水下环境中小尺寸目标检测难的问

题；通过基于拼接和融合的数据增强方法，增加训练

样本的多样性，增强模型对水下环境的适应性。 实

验表明，本文算法与 ＹＯＬＯｖ３、ＹＯＬＯｖ４ 和 ＹＯＬＯｖ５
算法相比，平均精度均值分别提高了 ５．４２％，３．２０％
和 ０．９％，单类别平均精度最高提升了 １２．００％。 本

文算法在保证实时性的前提下，提高了水下目标的

检测精度，下一步工作将继续研究高效的目标检测

算法，使用轻量化注意力模块提高网络的特征提取

能力，以应用于未来水下机器人的自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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