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测图像的深度哈希检索及 FPGA 在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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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星载/机载的在轨海洋观测设备日益增多。如何从星/机在轨观测的数据中快速且准确地
检索出关键图像并进行回传, 逐渐成为在轨实时处理的重要研究课题。哈希函数作为一种映射函数,
能够将不同图像变换为相同长度的二进制码, 并且保持类似图像二进制码的相似性。为了保证二进制
编码的特征表达能力, 采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提取海洋图像的特
征 信 息, 对 图 像 进 行 哈 希 变 换 。 本 文 以 海 洋 观 测 图 像 作 为 训 练 数 据 集 , 基 于 深 度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在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上训练哈希算法。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训练好的哈希函数在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上实现, 完成海洋观测图像的在轨快速检索, 为海洋观测实时处理提供了有
效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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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至关

的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逐渐发展为基于内容的图

重要的作用, 蕴含着丰富的资源, 同时也具有重要

像检索 [4] 。在图像信息海量化、复杂化的今天, 传统

的战略作用, 我国在 2012 年就提出了“建设海洋

的图像检索算法已不合时宜。哈希算法是一种基于

强国”的战略目标, 全方位开发海洋已成重中之

视觉内容的压缩表达, 得到具有相似场景的图像 [5]。

重。但海洋面积大, 深度广, 环境变化快, 对其的开

哈希算法可以将任意长度的输入转换为固定长度的

发利用必须结合海洋自身的特点, 采取相应的措

输出, 经过哈希算法处理后,  数据库图像由二进制

施 [1] 。海洋信息化即通过卫星、飞机、海洋观测站、

码代替实值特征表示, 检索时将检索要求转化为哈

海洋探测船、浮标、海底传感器等设备综合性、实

希值并与所有图像哈希值比对得到所需图像, 因此

时性、持续性的采集海洋信息数据, 实现对海洋的

可以大大减少图片的检索时间与存储空间, 从而实

全 方 位 认识 , 包 括地 理 环境 , 气 象 , 水 文 , 生 态系

现对大规模海洋观测图像数据的高效检索 [6]。随着人

统等, 从而制定相应的管理开发政策, 在开发海洋

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兴起, 卷积神经网络被人们熟

的同时对其也予以保护, 因此海洋信息化已成大势

知与应用。卷积神经网络是一种端到端的网络结构,

[2]

所趋 。海洋信息化在应对环境变化, 物种入侵等

能够充分利用输入图像的信息及其统计特性来提取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如基于无人机高光谱的外来入

图像特征, 大大降低因人工提取图片特征而产生的

侵种互花米草遥感监测 [3] 。海洋信息化蓬勃发展的

误差 [7]。海洋观测图像相对于日常图像盖范围广, 所

同时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是数据的处理, 尤
其是直观形象的海洋图像的处理。海洋图像的采集
是不间断的, 传统的海洋观测图像处理方法为将图
像数据全部回传后再进行分类处理, 此方法既占用
通信资源又浪费通信时间, 对通信系统的要求较高,
在全部数据回传后对其处理也较繁琐。面对如此庞
大且日益增多的海洋观测设备, 如何在其采集数据
库中快速且准确的检索出所需要的图像并进行回
传成为研究的重点。传统的图像检索算法, 由早期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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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图像特征类别少, 因此更加适合采用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提取其特征。结合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

2

特征学习上的优越性, 以及哈希算法在检索中计算

2.1

速度和存储空间上的优势,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和哈希编码的图像检索方法应运而生 [8]。利用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训练哈希算法, 可以大大提高哈希算法
的平均正确率(mAP)。卷积神经网络由于其计算复杂
度高, 通常需要 GPU 集群实现。但 GPU 功耗大, 不
适合在在轨设备中运行, 限制了卷积神经网络嵌入
在轨设备的应用。FPGA 所提供的流水结构可以很
好地与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相匹配, 利用算法网络结
构内部的并行性, 在提高运算速度的同时缩小了能

研究方法
哈希编码
哈希编码就是将不同长度的输入值转化为相同

长度二进制码的输出, 输出的二进制码串称为哈希
值, 哈希值也可以被称为信息标签。这个标签只是携
带输入值的信息特质而不是整个信息本身, 同时此
过程不可逆。哈希编码的特性使它广泛应用于加密,
检索等领域中。哈希编码因其高效的检索效率和较
少的存储空间占用率而备受关注。哈希算法将高维
图像特征保持相似性地映射到低维空间, 生成紧致

耗 [9] 。因此, 在 GPU 上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哈希

的二进制哈希码。编码串相似的两张图片所对应的

算法, 再将其应用于 FPGA, 实现海洋观测图像实时

语义信息也是相似的。二进制哈希码在汉明距离计

检索并回传, 节约了通信资源节省通信时间, 能够

算上的高效性和存储空间上的优势, 使得哈希编码

有效地实现观测图像在轨实时处理。

在大规模图像检索中非常高效。

1

当前经典的哈希算法可以分为无监督、半监督

研究资料

和有监督三种。无监督的方法是指不需要任何标签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集为无人机采集的镆铘岛图

信息, 因此只要给定距离度量的标准就可以检索到

像。镆铘岛位于荣成市东南角, 形状似古老传说中的

和输入查询数据相似的数据, 如局部敏感哈希算法

镆铘宝剑, 故得此名。镆铘岛三面环海, 东南紧邻黄
海, 西靠石岛湾, 总面积 8.05 km2, 其中陆地面积
4.75 km2, 滩涂面积 3.3 km2, 海岸线长 18 km, 耕地
面积很少, 主要以渔业为主。地理类别较少, 本研究
将无人机采集图像分为建筑, 植被, 海面, 蓝天, 渔
场, 岛屿等六类, 如图 1 所示。

(Locality-Sensitive Hashing, LSH)[10]。随着数据量不
断的增大, 数据之间的相似程度或距离通常不能用
某个简单的度量标准来衡量。半监督哈希算法利用
图像库中小部分带标签的图像训练哈希函数。有监
督哈希算法是指图像库中的所有样本均带有标签,
以此来训练哈希函数。

2.2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 CNN [11]是近年发展起来, 并引起

广泛重视的一种高效识别方法。顾名思义, CNN 与其
他神经网络的最大不同就是采取了卷积操作。现在,
CNN 已经成为众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特别
是在模式分类领域。由于该网络避免了对图像的繁
琐前期预处理, 可以直接输入原始图像进行处理,
因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一般地, CNN 的基本结
构需要三个元素来定义, 其一为卷积层, 定义一个
权值矩阵, 权值矩阵就像是一个从原始图像矩阵中
提取特定信息的过滤器, 利用权值矩阵提取图像的
信息, 当权值矩阵沿着图像移动时, 像素值再一次
被利用。因此, 卷积层可以使参数在卷积神经网络中
被共享。其二为池化层, 池化层的唯一作用就是减少
图像的大小。当图像矩阵太大时, 需要减少训练参数
图 1 图像与类别
Fig. 1 Images and labels

的数量, 因此可以在卷积层的中间周期性的引进池
化层的大小。其三为输出层, 卷积层与池化层只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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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图像的特征并减少原始图像带来的参数, 需要定

的编码步骤生成。这种生成方式在降低局部特征描

义全连接层来生成我们所要的输出。CNN 主要用来

述子学习能力的同时限制了其对图像内容的表达能

识别位移、缩放及其他形式扭曲不变性的二维图形。

力, 使其难以适应多样的图像数据, 降低了图像检

由于 CNN 的卷积层通过训练数据进行学习, 所以在

索的性能。为得到大量图像数据的内在隐含关系, 生

使用 CNN 时, 避免了显示的特征抽取, 而隐式地从

成更具有区分性和代表性的特征, 谷歌的研究人员

训练数据中进行学习 [12]; 再者由于同一特征映射面

将神经网络应用于图像数据智能分析领域, 这为提

上的神经元权值相同, 所以网络可以并行学习, 这

取更加有效的图像特征提供了新思路。深度卷积神

也是卷积网络相对于神经元彼此相连网络的一大优

经网络在图像数据智能分析方面优势突出, 深度卷

势 [13] 。卷积神经网络以其局部权值共享的特殊结构

积神经网络中模型几乎在各项任务指标上均取得了

在语音识别和图像处理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越性, 其

最优的效果 [19]。在图像分类方面, 谷歌运用卷积神经

分布方式更接近于实际的生物神经网络, 权值共享

网络实现了图像大数据的分类和检索 [20] 。深度卷积

降低了网络的复杂性, 特别是多维输入向量的图像

神经网络具有传统哈希算法所不具备的强大的特征

可以直接输入网络这一特点避免了特征提取和分类
过程中数据处理的复杂度。

2.3

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与哈希算法相结合的方法。本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监督哈
希算法

文采用深度监督哈希算法(Deep Supervised Hashing,

当前用于图像检索的监督和半监督哈希算法都

练哈希函数。此算法的网络结构包括三个卷积池化

[14

基于诸如 SIFT ]、HOG
局部特征描述子

[18]

[15]

、GIST

[16]

和 SURF

3.1

[17]

等

, 这些局部特征描述子采用固定

Fig. 2

3

提取能力, 研究人员开始在图像数据检索应用中采

DSH)[21],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图片跟标签信息训
层和两个全连接层, 通过此网络得到图片的哈希值。
如图 2 所示。

图 2 DSH 网络结构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DSH

作为测试集, 9000 张作为训练集。

实现过程

表 1 数据集标签与类别
Tab. 1 The label and class of dataset

数据集选择与处理
海洋观测图像的来源主要包括卫星、无人机、

海洋观测站、海洋探测船、浮标、海底传感器等。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集为无人机采集的山东省荣成
市镆铘岛图像。共计 12437 张。将其压缩为 64×64

标签

类别

数量

0

渔场

3742

1

岛屿

1854

2

建筑

847

3

蓝天

841

位图像并划分为植被, 建筑, 渔场, 蓝天, 海面, 岛

4

海面

1275

屿六类, 标签与类别对应如表 1 所示。选取 3000 张

5

植被

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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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哈希框架训练

卷积神经网络在 FPGA 上进行实现和哈希码的生成,

在 GPU 上进行哈希框架的训练, 流程如图 3 所示。

输入图像经过训练得到的多层卷积核进行层层卷积
操作, 并最终输出该图像的哈希码, 该部分实现过
程全部在 FPGA 上完成。
由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训练得到的卷积核系
数全部为布尔值 1 或者–1, 并且每一层卷积层的输
入特征变量也为布尔值, 因此在 FPGA 上进行卷积
操作的实现非常方便快速, 并且 FPGA 强大的并行
计算能力也为多个卷积核的并行操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例如, 图 4 给出了一段进行 3×3 卷积操作的
Verilog 描述语言, 与其对应的 FPGA 门级电路逻辑

图 3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哈希框架训练流程图
Fig. 3 Training the hashing framework based on CNN

连接结构如图 5 所示。

从图 3 中可以看到, 训练图像经过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的层层映射之后输出相应训练图像的哈希编
码, 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内部参数则基于训练图像
的哈希码通过误差反向传播理论进行调整, 使得最终
生成的哈希码能够较好地表达图像之间的相似关系。

3.3

FPGA 上哈希码的生成及实现
该步骤主要是基于上一部分中训练得到的深度

Fig. 5

Fig. 4

图 4 3×3 卷积操作 Verilog 描述语言
Verilog language of 3 × 3 convolution operation

图 5 3×3 卷积操作的 FPGA 门级电路实现
Gate level circuit implementation of 3 × 3 convolution operation on FPGA

从图 4 和图 5 中可以发现,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
的卷积操作在 FPGA 中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便捷, 所
以, 借助 FPGA 的先天优势, 本研究的深度卷积神经
网络哈希框架可以便捷地在各种移动终端设备上进
行实现, 从而在移动终端便可以方便有效地设计海

不同长度哈希码对应平均正确率如表 2 所示。
表 2 哈希码长度与平均正确率
Tab. 2 The length of hash code and mAP
哈希码长度/bit

平均正确率/mAP

8

0.8606

洋观测图像检索等应用。

16

0.7037

4

32

0.9885

64

0.9937

128

0.9926

实验结果
DSH 算法的收敛性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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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像与检索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此可见, 训练完成的哈希函数对图像刻画能
力强, 取得了预期的实验效果。

5

结论
本文基于无人机采集的镆铘岛图像, 利用深度

卷积神经网络在 GPU 上训练哈希函数, 进而对海洋
观测图像进行高精度快速检索。同时, 本文验证了卷
积神经网络哈希算法 FPGA 实现的可行性, 实现海
洋观测图像的在轨快速检索及有效回传, 为海洋信

图 6 DSH 收敛曲线
Fig. 6 Convergence curve of DSH

Fig. 7

息在轨实时处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图 7 输入图像及检索结果
Input images and the retriev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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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amount of in-orbit observation devices has greatly increased, and fast and accurate methods
of retrieving ocean images observed by in-orbit satellites or UAVs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A Hashing algorithm, when used as a mapping function, represents different images with binary codes of the same length and renders similar images with the similar binary codes. To maintain the representational power of Hashing code, we employ a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 to extract image features and conduct the Hashing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we use ocean images as training data and employ a deep CNN to train the Hash algorithm on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We implement the trained Hash function on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such
that the ocean images can be quickly retrieved in orbit. The CNN hashing framework and its FPGA implementation
scheme provide an effective means for processing marine information.
(本文编辑: 康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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