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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ＹＯＬＯ 网络的自主空中加油锥套识别方法

沈嘉禾， 袁冬莉， 杨征帆， 闫建国， 肖冰， 邢小军

（西北工业大学 自动化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随着空中加油技术的发展，自主空中加油（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ｆｕｅｌｉｎｇ，ＡＡＲ）成为未来战场上

的重要技术，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前沿课题。 受油机和锥套之间的位置关系对于 ＡＡＲ 十分重

要，故此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锥套图像识别方法。 针对硬件要求，使用以 Ｃ 语言为基础的 ＹＯＬＯ
网络作为初始网络，使其符合机载操作系统 ＶｘＷｏｒｋｓ 的要求，可直接在嵌入式系统上运行。 针对锥套

的物理特点，设计了多维度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优化了网络结构以适应锥套的多尺寸情况。 针对识别结果

漂移的问题，参考金字塔结构使用了多种大小的特征图，优化了网络的损失函数。 测试结果表明，经
过优化设计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锥套图像数据集上能够更准确、更快速地识别所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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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空军力量成为一个国家

国力的标志。 在执行飞行任务途中，加油机可以使

受油机在没有条件降落时补充燃油，世界各个强国

纷纷使用空中加油技术（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ｆｕｅｌｉｎｇ）加强自己

空军力量的打击半径［１］。 空中加油技术在过去几

十年中，大都是高度依赖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 随

着无人技术的发展，自主空中加油技术［２］ 也成为了

一种重要的战略部署方向。 自主空中加油技术能够

提高无人机远航航程以及作战半径，增加飞机的有

效留空时间，提升飞机的有效载重，也可以辅助有人

机飞行员进行复杂情况下的对接工作。 基于我国国

情，改装方便、技术简单的软式加油方法成为了主流

选择，大量应用飞机上［３］。
在 ＡＡＲ 中，判定锥套位置对加油活动十分重

要。 国内外研究者对锥套的运动机理做了许多探索

和研究，一般采用有限元思想，将锥套软管看为质点

系或者多连杆系统来建模。 Ｐｏｌｌｉｎｉ 等［４］将软管划分

为有限个数的规则柱体，使用经典力学进行建模；全
权等［５］对软管－锥套式加油方法进行了建模和控制

综述，对输油管使用连杆建模方法进行物理建模；刘
志杰等［６］使用偏微分方法描述了一个分布式参数

模型，对加油软管进行建模；Ｓａｌｅｈｉ 等［７］ 在偏微分方

程建模的基础上考虑了软管弯曲力的影响。 尽管这

些工作对锥套运动规律进行了物理建模，对识别锥

套的位置规律做出了贡献，但其都是基于实验室条

件下理想的数学模型，在复杂环境下不准确。
针对上述不足，识别真实锥套位置从而拟合锥

套运动规律成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 近些年来，
目标识别（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方法成为从图片中获取

信息以及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 目标识别的发展经

历了许多阶段，最初使用人工设计特征，如 ＨＯＧ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 ［８］、 ＳＨＩＦＴ （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９］ 等。 在使用滑动窗口

时，会产生大量运算，时间和空间复杂度高，效果也

不优 异。 针 对 这 些 问 题， １９４３ 年 神 经 科 学 家

ＭｃＣｉｌｌｏｃｈ 等［１０］发表的论文中提出 ＭＣＰ 模型（Ｍｃ⁃
Ｃｕｌｌｏｃｈ⁃Ｐｉｔｔｓ ｍｏｄｅ），即神经网络和数学模型，开创

了神经网络的先河。 ２０１２ 年，Ｋｒｉｚｈｅｖｓｋｙ 等［１１］ 提出

了 ＡｌｅｘＮｅｔ 方法，此后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方

法大都参考经典的卷积网络方法。 与此同时，深度

学习在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都有广泛的

应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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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方法可以针对具体应用情景的不同，
将训练数据中获取的深层、不可见的特征作为学习

依据，与传统方法相比，能够自动生成特征并进行分

类，泛化、鲁棒性更强，适合目标背景复杂、尺度多变

的情况。 目前主流的检测方法主要是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如 Ｒ⁃ＣＮＮ［１３］、ＦａｓｔＲ⁃ＣＮＮ［１４］ ）和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方法

（如 ＹＯＬＯ［１５］、ＳＳＤ［１６］ ）。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方法可以直

接使用回归，得出目标物体的类别概率和位置坐标，
速度快，但精度较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方法先生成一

系列候选框，再进行样本分类，速度慢，但是精度较

高。 ２０１８ 年 Ｒｅｄｍｏｎ 等发布了 ＹＯＬＯ⁃ｖ３［１７］ 方法，该
方法现已成为目标识别主流方法之一。 该方法将目

标检测问题转换为直接从图像中提取边界框和类别

概率的单个回归问题，从而检测目标类别和位置。
与文献［１８］类似，一些学者也将目标识别方法应用

在了空中加油任务中。 李柱［１９］ 提出了一种基于双

目视觉的无人机自主空中加油近距离对接导航方

法，获得锥套的位置与姿态，该方法使用了灰度化、
二值分割等传统图像特征处理方法。 徐小斌等［２０］

使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ＣＮＮ 方法获得加油锥套位

置，对复杂环境下的锥套进行检测。 然而之前基于

深度学习的工作依赖于环境，且需要在 ＧＰＵ 上进行

训练和预测，计算量大，难以真正应用到实际活动

中，有待进一步改进。
针对以上不足， 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基于

ＹＯＬＯ 的锥套识别方法，进一步减少计算量，并使其

符合机载操作系统 ＶｘＷｏｒｋｓ 的要求。 与其他常规

的典型网络相比，ＹＯＬＯ 网络较小，速度较快，且有

基于 Ｃ 语言的 Ｄａｒｋｎｅｔ 框架作为支撑。 相比于解释

型语言（如 Ｐｙｔｈｏｎ），Ｃ 语言是编译型基础语言，更符

合 ＶｘＷｏｒｋｓ 系统的代码要求。 本文在常规卷积神

经网络模型以及 ＹＯＬＯ 算法的基础上，改变了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改进了网络内部结构、优化了损失函数，
在提高识别率的同时，识别速度、网络大小均有一定

的改良，为神经网络能够加载在普适性的硬件上提

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１　 卷积神经网络理论

１．１　 网络的基本结构

卷积神经网络通常由卷积层（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
ｅｒ）， 池 化 层 （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 和 全 连 接 层 （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ｌａｙｅｒ）交错组合而成，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典型神经网络结构

其中，卷积处理是卷积层的核心，利用大小不一

的卷积核就可以以不同的感受野去“读取”图像中

隐含着的特征信息，学习数据特征；池化层增强了整

个网络的非线性，寻找特征的关联；全连接层一般位

于输出部分，目的是将一系列经过处理的数据进行

分类与组合，以完成目标任务。
对于神经网络来说，感受野是十分重要的参数。

在初始化处理时，一般会使用 ４１６×４１６ 或者 ５１２×
５１２ 大小的输入图像。 输入图片过小，则分辨率减

小，对于小物体等目标的识别精度下降；输入图片过

大，将导致运算需求猛增，对于性能优化有负面的

影响。
１．２　 ＹＯＬＯ 网络的基本原理

与传统的特征提取与识别方法不同，神经网络

学习到的特征更具有代表性，能够更好地区分目标

物体与干扰项，鲁棒性好，对于干扰不敏感，泛化性

更优异。 网络的层级与能提取到的特征有关，层级

越深，特征越抽象。 ＹＯＬＯ 算法将图片分为诸多窗

口，当所识别的目标物体落入窗口内部时，该窗口输

出多个预测框以及其置信度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和位置

参数。
ＹＯＬＯ 的骨架是 Ｄａｒｋｎｅｔ 网络结构，类似于 ＶＧＧ

模型，但加入了残差网络，训练收敛比起 ＶＧＧ 更快。
作为特征融合的主要骨干，Ｄａｒｋｎｅｔ 网络结构占用了

许多内存，对硬件的计算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２　 锥套图像识别卷积神经网络建模

现今存在的 ＣＮＮ 网络纷繁复杂，但没有一种可

以不经过优化直接应用到实践中去的。 针对空中加

油条件下锥套图像的识别，需要结合应用实际情况

建立符合要求的神经网络模型。
特别地，小目标像素特征少、不明显，因此和大

目标相比，小目标的检测率低，这在任何算法上都是

·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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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避免的。 对于卷积神经网络，检测小目标需要

很高的分辨率，但即便如此，识别框仍然存在漂移。
针对锥套图片数据集所设计出的网络模型结

构，为提高识别率在特征提取结构、识别模块和损失

函数 ３ 个方面，做出了改进工作。 下面对这三部分

进行详细阐述，给出设计思想与实现方法。
２．１　 网络模型的设计要求

网络模型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实用因素，现
将对网络的要求进行汇总分析：

１） 硬件要求

本文选用 ＴＩ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６７８ ＤＳＰ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作为运算平台。 虽然该型芯片是商用芯

片，但其具有通用性强、可移植性高的特点，同时符

合国军标对硬件芯片的性能要求。 本文的实验属于

神经网络布署于 ＤＳＰ 的前瞻研究，若代码成功运行

并达到预期要求，代码也可以移植到同类国产 ＤＳＰ
芯片中。 硬件平台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６７８ 型号 ＤＳＰ 硬件平台

由于该 ＤＳＰ 缓冲区小，在运行过程中直接读取

ｗｅｉｇｈｔｓ 文件会导致卡死。 ＤＳＰ 的文件读写操作只

能在编程软件 Ｄｅｂｕｇ 模式下，需要与上位机进行通

讯，在实际工作状态下难以进行该操作。 为了解决

该问题，需要将网络的结构参数、训练好的网络权重

等一系列数据集成在代码内部。 这种离线式的检测

方法将代码直接烧录至 ＤＳＰ，避免了与上位机通讯，
提升了运行速度。 受限于硬件的计算能力，在保证

识别进度的基础上需要尽可能地减少网络大小。 在

应用过程中避免使用很大的卷积核，倾向于使用较

少的卷积核个数以及 １×１，３×３，５×５ 大小的卷积核

去提取特征。 与此同时，使用池化层以增强非线性、
减少网络参数。

使用 Ｃ 语言编写代码，内部实现逻辑如图 ３ 所

示。 图像输入后，经过预处理再输入经过参数固化

后的 ＹＯＬＯ 网络，此时计时函数开始计时，网络经过

非极大值抑制后输出锥套的检测位置。

图 ３　 Ｃ 语言逻辑示意图

２） 分类准确率和识别框准确率要求

网络最后的输出层输出 ５ 个参数，分别是 Ｉｃｏｆ，
ｘ，ｙ，ｗ，ｈ，分别代表识别结果的置信度、ｘ 方向坐标、
ｙ 方向坐标、识别框宽度、识别框高度，这些参数在

学习时遵循梯度下降和误差反向传播原则。 要使网

络能检出物体，就要使 Ｉｃｏｆ至少大于网络设定的检出

阈值；要使网络输出的位置精确，就需要 ｘ，ｙ，ｗ，ｈ
贴近真实框。 影响这几个参数准确度的主要因素

是：模型结构、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基础值以及损失函数。 本

文基于以上要求提出了一种新模型，模型使用了新

的预设框，并将原始的损失函数进行了优化。
２．２　 特征识别模块改进

ＹＯＬＯ 网络使用原始卷积网络输出层的全连接

方法，利用回归方法来预测图像位置。 由于网络本

身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拟合锥套数据集效果不佳，使用聚

类方法更改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以减少识别框的漂移情况。
使用该方法有以下几点考虑：

１） 针对锥套数据集的特殊情况，多尺度提取特

征后特殊化的识别模块，可以提高识别精度。
２） 由于本文只需要识别一个目标物体，更改后

对于干扰项有较好的分辨能力。
本文针对锥套图像数据集进行特化，将人工标

注的近 １ ０００ 张图片标注框的长宽进行处理分析，
得到图 ４。 不同尺度、不同角度下锥套的标注框位

置存在一定的重合，这是由于锥套本身属于规范的

漏斗状物体，直径一般在 １８ ｃｍ 左右，根据机型的变

化有一定的浮动。 针对锥套特征，本文使用 ｋ⁃
ｍｅａｎｓ＋＋［２１］聚类方法和训练集数据调整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减少网络误差，加快模型收敛，提高预测精度。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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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人工标注框大小分析

图 ４ 分为 ２ 种图，一种是散点图，一种是柱状

图，皆无量纲。 散点图中每一个散点对应的坐标数

字代表了一个标注框的长（宽）占原图片长（宽）的
比例。 由于图片大小为 ４１６×４１６ 像素，４１６ 乘以散

点对应的 ｘ，ｙ 坐标即可得到长宽的像素个数。 柱状

图为直方图，横坐标为标注框的长（宽）占原图片长

（宽）的比例，纵坐标为个数。 分析人工标注框的大

小，不难发现，宽落在［０． １，０． １５］ 范围内、长落在

［０．２，０．２５］范围内的点最为密集。 这种情况适用于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 使用该聚类方法进行聚类时，需要

先确定邻近性度量 ＳＳＥ（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ｅｒｒｏｒｓ）和
计算簇的质心位置 αｉ。

ＬＳＳＥ ＝ ∑
ｋ

ｉ ＝ １
∑
ｘ∈ｃｉ

‖ｃｉ － ｘ‖２
２

ａｉ ＝
１

｜ ｃｉ ｜
∑
ｘ∈ｃｉ

ｘ
（１）

式中： ｃｉ 代表被分到第 ｉ 个类的所有点的集合；ｋ 代

表共需分为几类，即聚类的簇总数，本文中 ｋ 取 １０。
经过 １００ 轮迭代，将经过归一化的聚类结果映射到

４１６×４１６ 大小的输入图像上，得到网络新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示意图（见图 ５）及具体数值（见（２）式）。 请注

意，本节中使用的 Ａａｎｃｈｏｒ值的单位是像素，如果输入

图片大小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Ａａｎｃｈｏｒ

矩阵中，第一列代表预选框的长，第二列代表预选框

的宽。 在 ＹＯＬＯ 网络的预测过程中，会使用 １０ 个大

小不同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进行识别，其长宽依照（２）式

给出。

Ａａｎｃｈｏｒ ＝

３７．４４ ４５．７６
４５．７６ ８７．３６
４５．７６ ９９．８４
７４．８８ ５８．２４
８３．２０ １０４．００
９９．８４ １３３．１２
１２０．６４ １５３．９２
１３７．２８ １８７．２０
１２８．９６ １９５．５２
２３２．９６ ２５７．９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２）

图 ５　 网络新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示意图

２．３　 网络结构改进

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精度不变的情况下，
减少大量的计算量，网络更小。

网络内部的计算量大都来源于高维度的卷积

核，加入 １×１ 卷积核和池化层可以改善网络大小。
与此同时，网络内部使用不同大小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可
以对尺度变换做出更好的应答。

综合以上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最终设计的

锥套图像识别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包括 １４ 个卷积层，
４ 个池化层，输出部分有 ３ 个全连接层。

网络示意图如图 ６、表 １ 所示，卷积模块右下角

三角形代表池化层。 竖向的箭头表示数据的传输方

向，最终 ３ 个不同大小的特征图输入 ＹＯＬＯ 检测层。
网络层内部存在 ｒｏｕｔｅ 单元，可以进行特征层的融

合。 网络中不同大小的特征图会经过处理后，在网

络内部进行融合，这样网络可以得到之前的信息，增
加了训练的非线性。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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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锥套图像识别网络结构示意图

表 １　 改进后的网络结构

网络类型 卷积个数 卷积大小 输出大小

Ｃｏｎｖ １６ ３×３ ４１６×４１６

ＭａｘＰｏｏｌ ２×２ ／ ２ ２０８×２０８

Ｃｏｎｖ ３２ ３×３ ２０８×２０８

ＭａｘＰｏｏｌ ２×２ ／ ２ １０４×１０４

Ｃｏｎｖ ６４ ３×３ １０４×１０４

ＭａｘＰｏｏｌ ２×２ ／ ２ ５２×５２

２∗ Ｃｏｎｖ ６４ ３×３ ５２×５２

Ｃｏｎｖ １８ １×１ ５２×５２

ＭａｘＰｏｏｌ ２×２ ／ ２ ２６×２６

２∗Ｃｏｎｖ １２８ ３×３ ２６×２６

Ｕｐｓａｍｐｌｅ ５２×５２

Ｃｏｎｖ ２５６ ３×３ ５２×５２

Ｃｏｎｖ １８ ３×３ ２６×２６

２∗Ｃｏｎｖ １２８ ３×３ ２６×２６

Ｃｏｎｖ ２４ ３×３ １３×１３

训练完成的网络可以用于大、中、小 ３ 个尺度的

预测，这是由于网络内部有 ３ 种不同大小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保证了识别多尺度目标物体时的精确度。
２．４　 网络损失函数改进

ＹＯＬＯ 本身的损失函数策略基于均方误差回归

算法（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ＭＳＥ），即如（３）式所示

Ｌｌｏｓｓ ＝ λｃｏｏｒｄ∑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ｘｉ － ｘ^ｉ） ２ ＋ （ｙｉ － ｙ^ｉ） ２］ ＋ λｃｏｏｒｄ∑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 ｗ ｉ － ｗ^ ｉ ） ２ ＋ （ ｈｉ － ｈ^ｉ ） ２］ ＋

　 ∑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λｎｏｏｂｊ∑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

Ｓ２

ｉ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

ｃ∈ｃｌａｓｓｅｓ
（ｐｉ（ｃ） － ｐ^ｉ（ｃ）） ２ （３）

式中： λ ｃｏｏｒｄ 一般取 ５；１ｏｂｊ
ｉｊ 代表该网格中是否有目标

物体，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３） 式等号右边第一项代表了预测框的中心坐

标误差（ｘ，ｙ），第二项代表了预测框的长宽误差（ｗ，
ｈ） ，使用了算术平方根，减小了框尺度大小对误差

的影响，第三项和第四项代表了该框包含物体以及

不包含物体时的置信度损失，第五项代表了该网格

预测后类别损失。
本文中只识别空中加油的锥套一种物体，故第

五项可以进行改进。 将原来的类别损失改为

ＧＩＯＵ［２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ｕｎｉｏｎ）损失，以

改进网络预测框的 ＩＯＵ（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ｕｎｉｏｎ）。 与

此同时，将第二项的损失函数（即长宽误差）的权重

进行更改，使网络更快地贴近真实值。 ＧＩＯＵ 函数

改进了 ＩＯＵ 方法，改善了在预测时网络的预测框如

果没有与真实框进行重合时 ＩＯＵ 会一直为 ０ 的问

题。 但 ＧＩＯＵ 无法表示方位，本文中将其作为损失

函数的一部分参与运算而非直接作为损失函数。
如图 ７ 所示，令目标的真实框为 Ａ，网络预测框

为 Ｂ，Ｃ 为包含 Ａ，Ｂ 框的最小框，那么 ＧＩＯＵ 可以表

示为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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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ＧＩＯＵ ＝
｜ ＳＡ∩Ｂ ｜
｜ ＳＡ∪Ｂ ｜

－
｜ ＳＣ－Ａ∪Ｂ ｜
｜ ＳＣ ｜

（４）

图 ７　 ＧＩＯＵ 示意图

　 　 本文使用的损失函数为

ｌＬｏｓｓ ＝ λｃｏｏｒｄ∑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ｘｉ － ｘ^ｉ） ２ ＋

　 （ｙｉ － ｙ^ｉ） ２］ ＋

　 λｎｅｗ∑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 ｗ ｉ － ｗ^ ｉ ） ２ ＋

　 （ ｈｉ － ｈ^ｉ ） ２］ ＋

　 ∑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λｎｏｏｂｊ∑
Ｓ２

ｉ ＝ ０
∑
Ｂ

ｊ ＝ ０
１ｏｂｊ
ｉｊ （Ｃ ｉ － Ｃ^ ｉ） ２ ＋

　 λＧＩＯＵ（１ － ｌＧＩＯＵ） ＋ λｒｇ∑
ｎ

ｉ ＝ ０
ω２

ｉ （５）

式中： λ ｎｅｗ 取值为 ５．７２，略微增大了长宽损失的权

重；λＧＩＯＵ 取值为 ２，λ ｒｇ∑
ｎ

ｉ ＝ ０
ω ２

ｉ 是正则化项，λ ｒｇ 取值为

０．０１。 使用新的损失函数在网络上比原始损失函数

表现更好，原因在于总体的损失中，识别框损失权重

增大， 且增加了正则化项， 从而抑制网络的过拟

合。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平台

硬件环境使用了 Ｔｅｓｌａ Ｋ８０ 作为 ＧＰＵ 的工作

站，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环境为 ｐｙｔｈｏｎ３．８＋Ｃ
语言，网络基于目标检测框架 ｄａｒｋｎｅｔ 以及 ＹＯＬＯｖ３

网络进行构建并训练。 训练以及预测的具体架构如

图 ８ 所示。 离线训练使用了 Ｐｙｔｈｏｎ 方法，在线预测

使用了 Ｃ 语言方法。

图 ８　 训练、预测架构图

３．２　 实验数据

空中加油目前主流仍是人工操作，缺乏一个统

一、有公信力的锥套图像数据集。 为了进行本文所

述的表 ２ 改进模型与原始模型比较结果图像处理和

识别工作，需要一定数量的图像结果作为数据支撑。
本次训练和测试使用了 １ ０００ 张锥套图像，分别来

自于实验室锥套地面试验平台和网络视频截图。 每

一张图片都会经过前期的数据处理，如旋转、模糊、
加噪声、改变色相等方法，以确保训练网络对干扰的

鲁棒性。 该数据集分辨率高、尺度多样、与航天应用

场景有极高的相似度。
表 ２　 改进模型与原始模型比较结果

算法 ＢＦＬＯＰｓ 准确率 ／ ％ 召回率 ／ ％

ｎｅｗ⁃ＹＯＬＯ ４．０８ ９８．５７ ９６．１５

ＹＯＬＯ⁃ｖ３ ６５．８７ ９２．７８ ９４．２１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ｖ３ ５．００ ８６．１２ ８７．１５

ＶＧＧ＋ＳＳＤ⁃３００ ３１．００ ９２．６５ ９３．６２

３．３　 实验内容

本次实验分别针对 ＹＯＬＯ⁃ｖ３、ＶＧＧ＋ＳＳＤ⁃３００、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ｖ３［２３］以及改进后的 ｎｅｗ⁃ＹＯＬＯ ４ 种网络进

行训练和预测，采用锥套图像数据集作为训练输入，
对数据完整迭代 ３ ０００ 次，基础学习率为 ０．００２，在
训练至第 １ ５００，２ ４００ 次时衰减至 １ ／ １０。

将所有图片分为 ３ 组，按照 ４ ∶ １ ∶ １ 的比例随

机分给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保证图像数据尽可

能少地暴露给测试集。
３．４　 锥套图像识别结果

本次实验分别针对 ＹＯＬＯ⁃ｖ３、ＶＧＧ＋ＳＳＤ⁃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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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ｖ３ 以及改进后的 ｎｅｗ⁃ＹＯＬＯ ４ 种网络在锥

套测试集上进行测试，对检测结果进行处理，仅保留

置信度大于阈值 ０．４ 的结果，并采用 ＩＯＵ 阈值为 ０．５
来计算平均精度和平均召回率，单位均为像素。 表

２ 展示了 ４ 种网络的浮点操作数 ＢＦＬＯＰｓ，平均精

度、平均召回率。 可见本文提出的网络对比原

ＹＯＬＯ⁃ｖ３ 网络， 检测精度和召回率分别提升了

６．２４％，２． ０６％， ＢＦＬＯＰｓ 降低了 ９３． ８１％。 相比于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ｖ３， ＶＧＧ ＋ ＳＳＤ⁃３００， 检 测 精 度 提 升 了

１４．４６％，６． ３９％，召回率提升了 １０． ３３％， ２． ７０％，
ＢＦＬＯＰｓ 降低了 １８．４０％，８６．８４％。

改进后的 ｎｅｗ⁃ＹＯＬＯ 在计算量减少了近 ９４％的

情况下，仍然有着优于典型网络 ６％的检测精度。
由于网络准确率由 ＩＯＵ 进行计算，ＩＯＵ 亦可以代表

输出结果的漂移程度，故训练结果精度亦表明，网络

识别结果的漂移情况也得到了一定改善。
在训练过程中，损失随着网络训练轮次的进行

整体上迅速下降。 经过 ３ ０００ 轮次的训练迭代，网
络的损失函数趋于稳定。 训练中损失函数最低为

０．１３３ ５，表明网络训练对目标图片数据集的识别与

泛化能力好。
３．５　 锥套图像测试结果

利用改进的算法对 ２ 个视频进行了测试，分别

为实验室运行模型以及真实飞行视频数据，测试结

果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ａ） ～ ９ｄ）为实验平台图像，图
９ｅ） ～９ｆ）是真实对接过程的一帧。 检测效果表示本

文提出的基于 ＹＯＬＯ 算法的改进方法对锥套目标图

像有着较好的检测效果。

图 ９　 测试结果示意图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空中加油的锥套图像特点，提出了一

种基于 ＹＯＬＯ 网络的空中加油锥套图像识别方法，
在原本深度学习框架的基础上，实现了目标对象的

有效识别。 本文根据硬件实际情况，对网络结构进

行了集成，使网络运行脱离上位机；为了提高检测精

度以及检测速度，使用了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聚类人工

标注真实框的长宽，使网络内部检测层的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ｘ
更贴近真实情况，更容易达到精度要求；修改了网络

内部结构，使用 ３ 层不同大小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 分别对

应大、中、小 ３ 种尺度的待测物体，提高检测精度，减
少计算量，降低对硬件的要求；对网络的损失函数进

行了优化改进，使用了新的回归策略，进一步提高了

检测效率和精确度。 实验结果和测试结果表明，本
文提出的 ｎｅｗ⁃ＹＯＬＯ 算法相比于标准 ＹＯＬＯ 算法网

络检测精度提升了约 ６％，计算量减少了近 ９４％，且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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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布署在 ＤＳＰ 上运行，为空中加油的智能化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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