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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油菜虫害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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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油菜虫害识别在背景、角度、姿态、光照等方面的鲁棒性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的油菜虫害检测方法：首先在卷积神经网络和区域候选网络的基础上，构建油菜虫害检测模型，再在深度学习
tensorflow 框架上实现模型的检测，最后对比分析结果。油菜虫害检测模型利用 VGG16 网络提取油菜虫害图像的
特征, 区域候选网络生成油菜害虫的初步位置候选框，Fast R–CNN 实现候选框的分类和定位。结果表明, 该方法
可实现对蚜虫、菜青虫(幼虫)、菜蝽、跳甲、猿叶甲 5 种油菜害虫的快速准确检测, 平均准确率达 94.12%，与 RCNN、
Fast R–CNN、多特征融合方法、颜色特征提取方法相比，准确率分别提高了 28%、2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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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tecting method for the rape pests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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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robustness of rape pest identification methods in terms of background, angle, posture and
illumination, a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o detect rape pests. Firstly, the
detection model of rape pest wa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Secondly, the model was tested on the deep learning tensor flow framework.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nd regional candidate networks, a rape pest detec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VGG16 network to extract the features of the rape pest image, the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to generate the preliminary position candidate box of the rape pest, and the Fast R-CNN to realiz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andidate bo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etect
five species of rape pests such as aphids, caterpillars (larvae), dish, jumping and leaf, with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of
94.12%. Compared with the RCNN, Fast R-CNN, multi-feature fusion method and color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the
accuracy rate of new method improved 28%, 23%, 12%, and 2%, respectively.
Keywords: rape pest; identificati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VGG16 network

近 10 年来，全国油菜虫害发生面积达 425.35

目标检测。基于图像的农业害虫自动识别通常采用

万 hm2，产量损失达 43.52 万 t[1]。防控油菜虫害的

机器视觉技术来实现虫害的计数和分类[2–3]。张红

首要任务是作好虫情的监测预警，其核心是虫害的

涛等[4]利用蚁群优化算法提取出形态特征，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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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实现粮虫的分类，识别率达到

域候选网络(regionproposalnetwork，RPN)[18]构建。

95%以上，但是未解决粮虫不同姿态以及被遮挡等

第 1 步，提取油菜虫害图片特征。将油菜虫害

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问题；竺乐庆等[5]采用颜色

原始图像经过预处理统一固定为 224*224 像素的图

直方图提取颜色特征、双树复小波提取图像纹理特

像样本后，输入到 CNN，利用 CNN 的 VGG16 网

征，实现了鳞翅目昆虫的识别，但无法区分形态极

络模型的前 5 层卷积部分对其进行特征提取，生成

[6]

其相似的鳞翅目昆虫；张建华等 采用遗传算法用

油菜虫害卷积特征图。

于优化支持向量机参数，提出一种结合支持向量机

第 2 步，生成油菜虫害候选框区域。将油菜虫

和遗传算法的新算法，实现了储粮害虫图像的分类

害卷积特征图输入 RPN，获得油菜虫害的初步位置

识别，但仅限于小样本图像识别；李文勇等[7]提出

候选框区域。

一种基于多类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多姿态害虫识

第 3 步，油菜虫害区域池化。将油菜虫害的初

别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多姿态害虫

步候选框映射到油菜虫害卷积特征图，将其通过

分类方法，但仅研究了有限的害虫姿态样本；朱莉

CNN 的感兴趣区域池化层(ROI pooling)生成固定大

等[8]提出一种基于颜色特征的油菜害虫识别方法，

小的油菜虫害特征向量。

准确率达到 92%，但未综合考虑到虫害的纹理和形

第 4 步，分类回归。将油菜害虫特征向量输入

状特征。已有学者开始将深度学习方法应用到农作

给 CNN 的 2 个并行全连接层位置的精修层和分类

物虫害识别领域

[9–10]

，卷积神经网络被运用于农业

层，最后得到油菜虫害在图片中的准确位置和类别。

虫害图像识别领域，并取得成果。杨国国等[11]采用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以 Faster R–CNN 模型为原

图像显著性分析和 Grubcut 算法对茶园害虫进行定

型，由 RPN 和 Fast R–CNN 两大模块组成，如图 1

位，并通过 AlexNet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实现茶园害

所示。

[12]

虫识别，识别准确率达到 91.5%；程曦等

利用深

油菜虫害原始图片

油菜虫害特征提取

滑动窗口

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实现了储粮害虫的特征提取
与分类，检测准确率达 98.81%；梁万杰等[13]设计
了一个 10 层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来实现水稻二化
螟虫的识别，该方法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性和鲁棒

产生特征向量
油菜虫害卷积特征图
油菜虫害初步候选框
油菜虫害感兴趣区域池化

性。这些虫害识别方法虽然比较成功，但识别效果
易受害虫图像复杂的背景信息、角度、姿态、光照

RPN

油菜虫害特征向量

等因素的影响。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油
菜虫害检测方法：首先利用 VGG16 网络[14]提取油

油菜虫害分类得分

油菜虫害回归得分

菜虫害图像的特征，其次区域候选网络提取虫害目

Fast R–CNN

标的初步位置候选框，最后用 Fast R–CNN[15] (基于

图 1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

快速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对油菜虫害目标图
像的快速识别和准确定位，并与 R–CNN、Fast
R–CNN、多特征融合方法、颜色特征提取方法的识

Fig.1

Detecting model of the rape pest

1.2 模型的训练和测试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检测虫害的过程分为检测

别准确率进行了比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模型训练阶段和实验数据测试阶段。采用 RPN 和

1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的构建

Fast R–CNN 联合训练方式对检测模型进行训练。

1.1 建立模型

型初始化 RPN，然后用油菜虫害训练图像样本训练

第 1 步，训练 RPN。用 ImageNet[19]预训练模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利用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
[16–17]

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和区

RPN。训练完成后，得到模型 M1 以及 M1 生成油
菜虫害的建议区域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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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训练 Fast R–CNN。用 Image Net 预训
练模型初始化 Fast R–CNN，将 P1 输入 Fast R–CNN
并训练得到模型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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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菜虫害检测模型的实现
2.1 试验数据
油菜虫害数据集来源于实地采集和从相关油

第 3 步，再次训练 RPN。用 M2 初始化 RPN

菜虫害的研究文献中获取。使用华为 P10 手机拍摄

训练，训练完成得到模型 M3 和油菜虫害的建议区

油菜虫害图像，像素要求为 1 200 万以上。试验数

域 P2。

据集总共有 8 204 张图片，蚜虫 2 009 张，占比

第 4 步，再次训练 Fast R–CNN。用 M3 初始化

24.40%；菜青虫 2 632 张，占比 32.10%；菜蝽 1 344

Fast R–CNN，将 P2 输入 Fast R–CNN 并训练得到

张，占比 16.40%；跳甲 1 092 张，占比 13.30%；猿

模型 M4。这样实现了 RPN 和 Fast R–CNN 的网络

叶甲 1 127 张，占比 13.80%。选择 7 536 张图片作

参数共享，形成统一的油菜虫害检测网络。

为训练集，668 张作为测试集。数据样本图像上至

完成检测模型训练后，将测试油菜虫害图片送
入检测模型进行测试：图片依次进入 RPN 网络完
成候选区域生成，再通过 Fast R–CNN 网络完成油
菜虫害图像分类识别和定位步骤，即可验证油菜虫
害检测模型的结果是否与实际一致。

1

蚜虫；2

1

菜青虫；3

少有 1 只害虫，图像样本像素分布在 100~1 800 pix。
根据训练要求，图像样本经过预处理后，统一
将大小定为 224*224 像素，油菜虫害的图像样本如
图 2 所示。利用图像标记工具 labeling 标记虫害的
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按照 PASCAL VOC 2007 数
据集格式将图像数据集转换成训练所需文档形式。

2

3

菜蝽；4 跳甲；5

4

5

猿叶甲。

图 2 油菜害虫的图像样本
Fig.2

Image samples of the rape pest

2.2 试验环境和模型设置
硬件环境为配置 NVIDIA Ge Force GTX 1080Ti
显卡的 GPU 图像工作站；软件环境为 Ubuntu 16.04

虑检测精度，采用平均准确率均值作为多类目标检
测识别评价参数。

3 结果与分析

操作系统、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及 python 语言。
采用 Fast R–CNN 与 RPN 交替训练，共分为 2 个阶
段，每个阶段 Fast R–CNN 迭代 40 000 次、RPN 迭
代 60 000 次。模型训练采用端对端的方式，将 Image
Net 分类预训练模型初始化训练网络的权重，使用随
机梯度下降方法优化整个网络模型，动量因子为
0.90，权重衰减为 0.000 5，学习率设置为 0.001。

按照 VGG 16 前 5 层卷积部分网络结构，使用
训练好的模型对油菜虫害图像样本进行识别。为了
更直观理解油菜虫害图像检测中的特征提取过程，
将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提取的特征可视化，如图 3 所
示。图 3–a 为部分蚜虫图像样本，图 3–b 至图 3–f
为原图样本经过每层卷积层对应各层特征图的输
出结果。表明卷积神经网络一开始只能获得图片中

2.3 评价指标

的边缘、纹理等一些底层特征信息，之后卷积逐渐

采用召回率、精确率和平均准确率作为性能检
[18]

测的评估指标

，将 IOU 设为 0.5，以方便综合考

可以获得一些复杂的语义特征，直至获得油菜虫害
目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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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d
a 输入原图；b
征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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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f

卷积层 1_2 特征图；c 卷积层 2_2 特征图；d

卷积层 3_3 特征图；e 卷积层 4_3 特

卷积层 5_3 特征图。

图 3 特征图可视化示例
Fig.3

Examples of feature map visualization

蚜虫、菜青虫、菜蝽、跳甲和猿叶甲识别的
94.83%和 94.93%，平均准确率均值 94.12%。油

精确率

平均准确率分别为 89.72%、94.51%、96.63%、
菜害虫的精确率–召回率曲线如图 4 所示。从测试
数据集中随机选取 5 幅不同虫害类别图像数据进
行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矩形框分别为蚜虫、
菜青虫、菜蝽、跳甲和猿叶甲的位置信息，左上

召回率

角的英文及数字分别是候选框对应的害虫类别和

图 4 油菜害虫的精确率和召回率曲线

预测概率，蚜虫、菜青虫、菜蝽、跳甲和猿叶甲

Fig.4

Precision-recall curve of the rape pests

的预测概率分别为 87.5%、92.3%、91.1%、91.5%、
94.5%。

1

1

蚜虫；2

菜青虫；3

2

3

菜蝽；4 跳甲；5

4

5

猿叶甲。

图 5 油菜害虫图像检测结果
Fig.5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rape pests

R–CNN 使用 Selective Search 算法进行候选区域生

的油菜虫害数据集和VGG 16 网络模型下进行训练和测

成，再将候选区域输入到 CNN，提取的 CNN 特征输入

试，R–CNN、Fast R–CNN 算法和本研究建立方法的平

进 SVM 进行分类。Fast R–CNN 在 R–CNN 的基础上采

均准确率分别为 65.80%、71.30%、94.12%，检测耗时

用了 SPP Net 方法，引入了多任务损失函数，将边框回

平均为 1.58、1.03、0.75 s。可见，本研究方法的检测性

归直接加入到 CNN 的训练，大幅度提升了训练和测试

能优于 R–CNN、Fast R–CNN，不仅识别的准确率高，

的速度。对比使用 R–CNN、Fast R–CNN 算法，在相同

而且检测时间最短。表明笔者提出的油菜虫害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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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提高油菜虫害图像目标检测的效率。图 6 为
R–CNN、Fast R–CNN 和本研究方法(CR 方法)的损失函

[5]

数变化曲线图，
表明 CR 方法相比 R–CNN、
Fast R–CNN
方法损失函数下降速度更快，且在迭代到一定次数达到

[6]

收敛时，损失函数能达到更低值。
[7]
损失函数

R–CNN
Fast R–CNN
CR 方法

[8]

[9]

迭代次数

图 6 损失函数曲线
Fig.6

Loss function curve

胡永强等[20]提出将颜色、形状、纹理特征融合
的多特征与稀疏表示相结合的害虫识别方法，朱莉
等[8]利用图像分割技术，颜色特征提取方法计算交
叉匹配指数来实现油菜害虫识别，进一步将他们的
识别方法与笔者所建立 CR 法进行对比，使用相同
的实验数据，分别进行测试，结果多特征融合方法、
颜色特征提取方法平均准确率分别为 82.30%、
92.00%，CR 法准确率为 94.12%。说明 CR 方法不
仅能高精度识别油菜虫害类别，而且能快速准确定
位目标。
将目前常用检测方法 R–CNN、Fast R–CNN、
多特征融合方法、颜色特征提取方法与 CR 方法进
行检测性能对比，发现 CR 法检测时间最短，且精
度最高，准确率分别提高了 28%、23%、12%和 2%，
且定位油菜虫害的位置快。
由于现实农田环境中，害虫是成群出现的， 因
此多目标虫害检测更有实际意义，后续将开展对单
张图片上多个虫害目标进行检测的研究。
图像采集设备的限制会造成虫害特征难以提
取，检测性能差，需要研究图像增强对于检测的影
响，以达到更好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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